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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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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2020年11月5日 星期四
Thursday, November 5, 2020

國泰保險
奧巴馬健保免費申請
聯邦紅藍卡、白卡醫保
服務熱線:832-875-8084
微信：yiyichen6809

Email：gtbetteridea@yahoo.com
9219 Bellaire Blvd. Ste 153, 
Houston (百佳超市對面)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許瑞慶許瑞慶 Swee KohSwee Koh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
專精於買房專精於買房﹑﹑賣房賣房﹑﹑投資投資﹑﹑租賃租賃﹑﹑管理管理
商業或住宅商業或住宅
有十餘年住宅和商業建築結構經驗有十餘年住宅和商業建築結構經驗
電話電話:: 832832--766766--55065506
email: sweekoh@hotmail.comemail: sweekoh@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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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對港雙落實 鞏固提升港優勢
“十四五”規劃建議全文公布：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 落實特區護國安法律制度執行機制

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支持特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
路”功能平台，實現經濟多元可持
續發展

◆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
措施

◆支持香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開展
交流合作

◆◆保持香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全面準確貫徹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人治
港港”、“”、“澳人治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高度自治的方針，，
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

◆◆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機制

◆◆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區社發展利益和特區社
會大局穩定會大局穩定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十四五十四五””規劃建規劃建議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對比“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要“發揮港澳獨

特優勢”“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
大中心地位，參與國家雙向開放、‘一帶一路’建
設”等着眼於發展的內容，是次“十四五”規劃建
議的港澳部分可分為三方面：

一是強調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
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
區社會大局穩定。

二是強調支持特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實
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
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政策措施。同時，支持香
港、澳門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

三是強調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3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分析，是次“十四五”規劃建議涉港內
容，與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
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內容方向
一致。對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的內容，
是次因應香港的形勢轉變，較過往關注政治問題，
並從國家角度出發，凸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維
護憲法、基本法下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安全和利
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港人對國家向心力的
重要性。

他表述，今次的內容相比以往是更加從國家角
度出發，關注香港的經濟發展，也關注香港的社會
發展，並反映了中央在有關方面會發揮重要和主要
的領導作用。

培養祖國與香港命運共同體觀念
劉兆佳認為，香港應配合“十四五”規劃建議

的方向，積極參與其中，在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
推動自己發展，並要承擔對國家的責任義務。例如

在維護國家安全上，除了已公布實施的香港國安
法，香港亦須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這些工
作不能停止，維護國家安全也不能鬆懈，除了執法
機關，司法機關亦必須履行其職責，對國家安全問
題予以重視。”

至於“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劉兆佳表示，這與四中全會提到要加強對港澳社會
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
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港澳同胞

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一致。他坦言教育是漫長的過
程，在下一個五年規劃亦有可能還會重申。他又
指，除了教育以外，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動
香港經濟發展，亦有利於培養市民“香港與國家為
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劉兆佳說：“如果還有人不承認香港是國家的
一部分、拒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或承擔對國家的
責任，只能說這些人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是背
向歷史潮流，恐怕最終只會被歷史淘汰。”

新華社3日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文，此前10月29日閉幕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

過了這一建議。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涉港澳部分相關表述，相較於“十三五”規劃

建議着眼於發展，是次規劃建議除了強調支持特別行政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等之外，

還強調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並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此間人士認為，因應香港的形勢轉變，是次涉港內容較過往關注政治問

題，並從國家角度出發，凸出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維護憲制秩序、國家安全和利

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性，香港應積極配合，在融入國家發展中推動自己發

展，並承擔對國家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
和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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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建議全文3日公布，涉港內容強調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圖為香港舉行回歸紀念日升旗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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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夏微及

中新社報道，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4日開幕。疫

情之下，進博會已經成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窗口

和樞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眾多參展商希

望借助進博會平台，擁抱“雙循環”優勢，進一步拓展

中國市場。不少展商表示，進博會為企業提供展示對接

的平台，而抓住“十四五”新機遇，越來

越多的企業將在中國市場迎來

高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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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四專區 防疫最吸睛��$

據介紹，本屆進博會新設公共
衞生防疫、節能環保、智慧出行和

體育用品及賽事等4個專區。
公共衞生防疫專區展示國際先進公共衞生

防疫產品、技術、服務，包括前期防護產品口
罩、防護服、消殺產品等，中期的檢測試劑、
CT機等檢測類產品，以及ECMO（體外膜肺
氧合）、呼吸機、急重症監護等治療階段產
品。據統計，該專區展示的博毅雅呼吸機，有
超過8,000台投入到全球抗疫中。

艾伯維中國總經理歐思朗說：“本屆進博會
的如期舉辦彰顯了中國政府一如既往與世界開放
合作的決心，我們對本屆進博會充滿了期待。”

首次參加進博會，艾伯維攜5大核心領域的

創新成果亮相進博會，包括免疫領域的白介
素-23（IL-23）抑制劑和口服JAK1抑制劑、血
液腫瘤領域的全球首個 B 細胞淋巴瘤-2
（BCL-2）抑制劑以及艾爾建美學的醫美黑科
技等。此外，艾伯維還將積極探索與中國政府、
醫院、高校等各類組織的多元化協作模式，共同
開拓以創新為基石的多方共贏局面。

“中國一直是艾伯維全球的重要市場。得
益於中國近幾年政策和市場環境的有利支持，
中國醫藥市場呈現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而在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所展現的負責任大
國作為和擔當，讓跨國企業更堅定了深耕中國
的信心。”歐思朗表示，“我們將繼續擁抱
‘中國機遇’，抓住進博會帶來的開放合作新

平台，攜手多方合作夥伴，爭取將更多全球領
先的創新產品和療法以全球首發或亞太首發的
方式帶入中國，助力中國醫療行業發展的同時
惠及更多中國患者，助力實現‘健康中國
2030’。”

節能環保專區則分為綜合體驗區和獨立展
台兩個部分，共計8,000多平方米，有27家節
能環保領域知名企業參展。而另一邊的汽車展
區，各家企業更是持續加碼推新能源車。在現
代汽車展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電動概念車、電動
化全球模塊平台E-GMP、全球首款量產氫燃
料電池重型卡車等紛紛亮相。

■綜合記者倪夢璟、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習近平在進博會開幕式發表視頻主旨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4日

在上海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通過視頻發表主旨演講。

屆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進行現場直播，各新聞網站、新媒體平台同步轉播。

連續三年參展的李錦記，是
進博會的忠實“粉絲”之

一，他們希望向國內外專業採購商及消費者
推廣發揚中華優秀飲食文化，今年，經典的
“舊莊特級蠔油”、深受海內外市場歡迎的
“熊貓牌鮮味蠔油”及“財神蠔油”均亮
相，李錦記也是香港貿發局組織的眾多參展
企業之一。

港企連通“雙循環”尋新發展
“面對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形勢，國家提

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此形勢
下，貿發局積極主動協助更多的港商尋找切
入點，融入國內大循環，連通‘雙循環’尋
找新的發展方向。”香港貿發局華東、華中
首席代表呂劍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十
四五”計劃將引領中國經濟從快速增長向高
質量增長轉變，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會在中國
迎來高質發展。

“香港是內地企業參與國際循環的最佳
夥伴，香港的國際人才、技術和產品都是香
港企業可以發揮的自身優勢，例如許多內地
產品出口到海外，或者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
中，所需要改變的標準、與境外資本和市場
對接時的風險管理等等方面，香港企業都可
以很好地參與合作。”

在呂劍看來，進博會是港商拓展內地進
口市場的一個重要平台，協助港商把握內地
龐大進口市場的商機，把香港的國際貿易資
源、商品和專業服務引進內地市場。“拓展
內地進口市場有產品部分，港商可以通過進
博會把全球的商品資源帶到內地市場；服務
業部分，參展進博會的香港服務業企業有不
少是香港專業服務業企業——會計、物流、

建築設計、諮詢等，可以服務內地企業國際
化的發展需要；也有提供進口相關服務的企
業——例如跨境電商、供應鏈管理、檢驗檢
測等，可以服務好全球商品落地內地市
場。”

日立帶來樓宇智能管理方案
不僅香港企業希望積極擁抱國內市場，越

來越多的外企希望扎根中國。日立集團今年選
擇了進博會作為諸多新品的首發舞台，他們將
在技術裝備展區帶來新型液壓挖掘機以及樓宇
智能管理方案等。“通過2018年和2019年的兩
次參展，我們不僅取得了商談和簽約等商業層
面的收穫，還為提高日立品牌價值作出了貢獻。
今年第三次參展，希望可以努力取得比去年還
要好的效果。”日立集團相關負責人說。據介
紹，截至2020年3月末，日立集團在中國擁有
130餘家集團企業，約4萬名員工，在華年度銷
售額約577億元人民幣，佔全球總額約10%。

德勤推出財務機器人手臂
普華永道中國市場主管合夥人Thomas

Leung 梁偉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雙循環”將帶動雙向開放，助推企
業兩棲發展，提升國際品牌力和影響力，而
通過進博會等平台，越來越多的企業會在中
國市場迎來高質量發展。

普華永道攜多款首次亮相的專業服務與
數字化產品出展服務貿易展區。“普華永道
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也對進博會的如期舉
辦充滿期待”，普華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
柏基表示，第三屆進博會如期召開，對於充
分展示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重大戰
略成果和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的決心，以
及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都具有重要
意義。

本屆進博會，滙豐首次把直播間搬到服
務貿易展區，以線上直播和線下體驗相結合
的方式，重點展示智慧金融服務如何協助海
外企業把握中國“雙循環”格局下的增長機
遇。此外，滙豐今年還首次攜旗下銀行、保
險、證券等機構共同參展，展示滙豐通過緊
密聯動的綜合性金融服務支持中國企業和居
民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同時分享更
多的金融智慧。

滙豐中國行長兼行政總裁王雲峰表示：
“在全球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衰退的背
景下，本屆進博會的召開意義非凡，體現了
中國持續擴大市場開放、推動世界經濟加快
復甦的決心。同時，中國在疫後迅速復甦的
經濟、巨大的消費潛力和加速發展的數字經
濟，也吸引着眾多海外企業的目光。”

據德勤中國創新主管合夥人劉明華介
紹，本屆進博會，德勤將推出財務機器人手
臂、財報智評、小黃鴨智能工廠等多個全球
首發產品和中國首發新品。除了全面呈現創
新數字化解決方案，德勤還將在本屆進博會
上組織一系列精彩紛呈的活動，讓觀眾零距
離體驗創新科技的魅力。

“在中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持續打造
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的背景下，企業對專業
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劉明華說：“一方
面，一部分已具備全球化思維的中國企業更
加關注管理模式、運營方式、治理結構，以
及技術的變革和提升；另一方面，越來越多
的外國企業‘走進來’，尋求更有潛力的市
場以及有能力的合作夥伴。作為德勤這樣的
專業服務機構，在此中必將發揮更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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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紛紛表示展商紛紛表示，，拓展中國市拓展中國市
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攝

■■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參展商希望借助進博會平台參展商希望借助進博會平台，，擁抱擁抱““雙循環雙循環””優勢優勢，，進一步拓進一步拓
展中國市場展中國市場。。圖為圖為33日園林工人在國家會展中心日園林工人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上海））布置花壇布置花壇。。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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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高雄市無黨籍市議員黃捷發表同
志大遊行等言論，有網友在網路上以偏激不堪的
言語批評她，她認為已構成網路性羞辱性霸凌人
身攻擊，也是對同志遊行的污衊，已報案要提告
妨害名譽等。

高雄市鳳山分局受理黃捷報案並完成筆錄，
據知警方已掌握發文當事人。

黃捷在臉書（Facebook）貼文指出，收到
熱心朋友提醒，黃姓網友在臉書公開表示不爽她
發表及參加同志大遊行，還用偏激不雅的言語形
容她與同志大遊行等，誇張的性霸凌言論，輕則
以帶有羞辱的字眼，重則合成散播私密照片騷擾

恐嚇等，她不再隱忍。
黃捷今天在市議會接受聯訪指出，那些言論

已構成人身攻擊也對很多網友不公平，還污衊同
志大遊行等，她批評貼文者已失去理性也踩到容
忍的底線，所以要報案盼警方查辦。

她點名這名貼文者常在網路發表力挺特定對
象的言論，而對於不同看法的言論都偏激以對。
她及很多網友對於黃姓網友的發文都感到不舒服
，而且認為言論逾越言論自由的範疇，決定不再
姑息踩著言論自由對別人人身攻擊的作法，提告
才能遏止惡質的討論文化，也盼停止性傾向的騷
擾和貶低。

黃捷發表同志遊行言論遭網友人身攻擊 報案要提告

（中央社）台中地檢署日前指揮刑事局中部
打擊犯罪中心偵辦大型賭博、洗錢組織犯罪案，
傳出洗錢集團幕後金主疑為台中的新力旺集團總
裁莊周文，警方證實，莊周文今天下午在彰化市
區落網。

台中地檢署日前指揮中部打擊犯罪中心第六
隊偵辦一起賭博、洗錢組織犯罪案件，8月中收
網並帶回涉案人。新力旺國際控股集團莊周文疑
為幕後金主，檢方多次發出通知，莊周文都未到
案，事後發出拘票。

刑事局經過2個多月的追查，今天下午鎖定

莊周文現身彰化市區，當場帶回莊周文與另名共
犯。

因莊周文與另名共犯不接受夜間偵訊，警方
等待明天詢問，全案將朝賭博、組織犯罪、洗錢
防制法等罪嫌偵辦。

台中地檢署日前偵辦大型賭博及洗錢組織犯
罪案，於8月11日搜索洗錢集團位於台中市的
商業大樓，帶回18人，有10人涉嫌組織犯罪條
例、洗錢條例等，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收押5
人，其餘12名涉案人交保，1人請回。

涉賭博洗錢組織犯罪 疑似幕後金主彰化落網

（中央社）長榮大學外籍女大生命案，引
來外界對警方受理案件匿報瑕疵的質疑。台南
市政府警察局長詹永茂今天說，將透過督察、
刑事、勤指中心三方面等資訊來勾稽，確保不
再有匿報。

台南市議會上午進行市政總質詢，市議員
李偉智關心警察局受理案件匿報瑕疵。詹永茂
答詢表示，昨日召集相關幹部研議如何根絕匿
報吃案的瑕疵，且重點是要讓基層同仁自行覺
得匿報是不必要的。

他說，南市警局將透過督察、刑事、勤指
中心三方面，以及110報案紀錄、派出所受理
案件紀錄、工作紀錄、刑案紀錄、e化報案等
來勾稽，確保不再有匿報情事。

有關警方受理案件遭質疑匿報，詹永茂也
說明，如屬刑案，筆錄確定後就會開三聯單給
民眾；若是互相傷害或非刑案，傷害是告訴乃
論，有時會先取得驗傷單再來做筆錄，因此報
案三聯單日期跟筆錄日期不一定在同時。而所
謂 「遲報」 ，是指沒有依規定在24小時內報到
分局偵查隊，以及上報刑事警察局。

台南市警局也聲明，上下一定會痛定思痛
，遵照警政署指示，再有吃案、隱匿報案者一
律嚴懲，相關幹部調職處分，會加強受理報案
稽核、督導，杜絕任何匿報。另外，今年1至9
月實施稽核以來，因遲報遭處分有11件、13人
、15支申誡，詹永茂也宣示將負起責任，帶領
警察局重拾民眾對警察的信心。

防匿報 南市警局長詹永茂：採三方勾稽防範

（中央社）懲戒法院院長姜仁脩退休，由李伯道接任，司法
院今天舉行交接典禮。司法院長許宗力致詞表示，7月17日懲戒
法院揭牌後，感謝首任院長姜仁脩推動，勉勵李伯道應持續穩健
運作。

許宗力表示，今天一方面歡送姜仁脩榮退，另一方面歡迎新
任的李伯道就任；懲戒新制能如此迅速穩健的上路，都是憑藉著
姜仁脩長期以來所積累的豐富實務經驗及行政歷練，期勉新任的
李伯道帶領懲戒法院所有人員一起努力，業務更精進並持續穩健
運作，發揮應有的效能。

許宗力指出，公務員懲戒制度歷來的重大變革，首先是民國
105年5月2日，修正施行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及公務員

懲戒法，一舉將懲戒案件由委員
會審議制，改為法院審理制度；
第二次重大變革則是今年7月17
日，懲戒法院正式成立，並增加
了審級救濟制度，也就是一級二
審。

李伯道致詞指出，懲戒法院今後努力有三項目標，第一，以
保障人權為核心價值做司法裁判，職務法庭與懲戒法庭改採一級
二審並公開審理，尤其第二審為法律審，應就法律問題辯論及發
揮審判功能；第二，持續推動並強化職務法庭參審員與法官共審
共判，盼藉多元觀點做出法官、檢察官的淘汰；第三則是建立良

好審判環境。
姜仁脩表示，今天除了卸下懲戒法院的職務外，也要告別

44年的公職生涯，特別感謝懲戒法院的人員在他公職生涯的最
後一年，一起完成懲戒法院新制任務，將公懲會改制為懲戒法院
，現在的職務法庭與懲戒法庭都已順利上路，在一級二審之下，
已經有3件上訴案件，準備審理。

懲戒法院李伯道接任院長許宗力期許穩健運作

雙北捷運經營權爭議雙北捷運經營權爭議林佳龍林佳龍：：可成立總公司可成立總公司
交通部長林佳龍交通部長林佳龍（（中中））44日表示日表示，，對於捷運經營權對於捷運經營權，，可考慮成立總公司可考慮成立總公司，，利用現在的捷運利用現在的捷運

公司董事席次調整公司董事席次調整，，依照里程數分配給雙北相關席次依照里程數分配給雙北相關席次，，共同經營捷運共同經營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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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萬眾矚目的螞蟻集團全球最大IPO觸礁。在2日高層被四部門監管約談後，螞蟻集團、上交所及港交所3日晚宣布暫緩螞

蟻A、H股上市，其中H股將退回逾1.3萬億元(港元，下同)的申請股款，當中近5,000億元為孖展，孖展客或要白蝕2.6億元

孖展息。螞蟻上市叫停，母公司阿里巴巴在美股價即受壓，曾急跌9%。內媒引述消息指，內地監管部門視螞蟻為金融為主的

科技公司，螞蟻需要重新調整上市板塊的業務內容，及重新估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螞蟻集團上市前夕高管被約
談，核心業務遭遇強監管，3日晚宣布
暫緩A、H股上市。如是金融研究院
院長管清友對此表示，從金融安全維
度看，螞蟻集團必須接受金融監管，
其本質是在用科技的方法做金融，當
前監管層的做法無可厚非。但從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全局來看，內地的金融
系統以及金融監管方式需要進行改
革。業內預計，未來螞蟻小貸公司業
務將收縮，消費金融公司將成為其未
來擴張重點。

“互聯網電商在監管漏洞和缺位
迅速崛起的經驗不能用於金融平台
了。成也蕭何，敗也可能蕭何。另一
方面，螞蟻集團一定意義上已經具有
國家公共平台的功能，影響面甚大。
在數據確權與數據收益分配分割的情
況下，政府介入將是趨勢，必然接受
系統而嚴厲的監管。”管清友認為，
螞蟻可能要抓緊適應現行金融監管框
架。他說《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
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基本符合“將金
融活動全面納入監管”、“對同類業
務、同類主體一視同仁”的要求，避
免監管套利和監管不公，螞蟻集團也
將適用監管。“監管約談和網絡小貸
管理辦法會改變螞蟻集團的估值邏
輯。”“任博宏觀論道”公眾號發文
稱，在監管部門的高槓桿約束下，螞
蟻後續消費信貸業務的規模空間勢必
會被大幅壓縮，而其在消費信貸的投
放利率也會相應下降，並且業務區域

進一步向重慶集中，因為其兩家小貸公司和新
獲批籌建的消費金融公司均註冊在重慶。

“任博宏觀論道”分析，在小貸公司發展
受限的情況下，螞蟻可能把下一步重心轉向剛
剛成立的消費金融公司。其註冊資本80億元人
民幣，消費金融公司的放貸規模可達到淨資產
的10倍左右，小貸公司僅為5倍，如果再通過
資產證券化等形式，槓桿還可以進一步放大。
另外，螞蟻未來納入監管後資本補充壓力會比
較大，過去無限放大槓桿的模式一去不復返
了，表外高槓桿業務模式會受到一定衝擊。

對於消費金融業務的走向，中國社科院
金融所研究員劉煜輝認為，決策從國家宏觀
戰略資源的長遠計，應該對普惠金融和消費
金融的性質和適用範圍做出明確的界定。鑒於
消費金融的純商業屬性，對其申請使用人群
的年齡，家庭的總未償負債的額度，和貸款
利率等都應該做出明確的監管要求，並考慮
就消費金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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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螞蟻AHAH股股剎停上市剎停上市
港1.3萬億申購退款 股民蝕2.6億孖展息

原定周四（5日）A、H同步掛牌的螞蟻上市遇
挫，螞蟻集團、上交所及港交所3日晚宣布

暫緩其A、H股上市。上交所公告，螞蟻的實際控
制人及董事長、總經理，被有關部門聯合監管約
談，螞蟻將要面臨金融科技監管環境大幅變化。
這種大幅變化，可能導致螞蟻不符合發行上市條
件或信息披露要求。故上交所決定將螞蟻暫緩上
市。

監管環境變 不符上市條件
螞蟻集團3日晚發布道歉信表示，對由此給

投資者帶來的麻煩，螞蟻集團深表歉意，接下來
將按照兩地交易所的相關規則，妥善處理好後續
工作。

螞蟻暫緩上市，對香港以孖展抽新股的投資者
“最傷”，路透報道，申萬宏源（香港）周一曾
稱，曾向兩名客戶授出合共約27.8億元貸款，作為
認購螞蟻及藥明巨諾IPO之用。如今螞蟻暫緩上
市，該兩名投資者料將損失逾百萬元孖展息。而螞
蟻H股招股將退回逾1.3萬億元的申請股款，當中近
5,000億元為孖展，以平均3.2%年息計，孖展客將
要白蝕約2.6億元孖展息。

耀才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3日表
示，螞蟻先宣布暫緩A股上市，H股亦隨即暫
緩，相信是交易所與監管機構考慮若只得H股繼
續上市而A股暫緩上市，會對投資者出現不公的
情況。H股最終宣布擱置上市，事件將如百威亞
太的翻版，稍後會展開退還本金的安排，至於散
戶的孖展利息開支，應該無法退回。

需重新調整業務內容及估值
內媒3日晚則引述消息指，內地監管部門認

為螞蟻是一間金融為主的科技公司，集團需要重
新調整上市板塊的業務內容，並重新估值。有投
資銀行人士表示，螞蟻集團補充披露後，相信可
以再上市。

事實上，不單內地輿論經常提出螞蟻的業

務，會導致內地的金融風險過分集中，外電也質
疑，螞蟻究竟是“金融大鱷”還是“科技巨
擘”？市場人士指出，此次螞蟻上市的估值約為
3,120億美元，相當於其2021年預期市盈率的31.4
倍，其關聯企業阿里巴巴的預期市盈
率為27.6倍，螞蟻的同業Paypal市盈
率則為45倍。但若果以銀行來看待，
以工行為例，工行的市盈
率僅為6倍。換言之，若
螞蟻成為一間“金融機
構”後，其估值將被大幅
下調。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
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
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言，“在 A股歷史
上，還尚未出現一間公司
已經發行成功，最終卻不
能上市。因為發行成功就
意味着公司股票已經出
售，融資已經完成，社會
股東已經持有了股份，若
突然被取消上市，等同於宣
布發行失敗，融資金額就需
退還給股東，屆時問題就比
較嚴重。”他認為，有鑒於此，在實際操
作過程中，相關部門對此也會謹慎處理，
料不會輕易取消其上市資格。

影響大 料不會取消上市資格
上交所敦促，螞蟻及保薦人應當依照規定作

出公告，說明重大事項相關情況。在奚君羊看
來，對螞蟻而言，若要重啟A股上市進程，應該
不僅僅是要補充說明資料，而是要與交易所、尤
其是監管部門進一步溝通，因為暫緩並不是由於
上市資料不足或欠缺所致。

奚君羊表示，從理論上來講，相關重大事項

的確可能令螞蟻無法上市，即使科創板發行上市
門檻相對“寬鬆”，但前提是申請上市公司必須
合法合規，若螞蟻在某些方面無法達到合規要
求，自然有可能會令之“痛失”上市資格。

螞蟻原計劃在A、H股上市集資逾344億美
元，籌資規模打破去年12月上市的沙特阿美的
294億美元的世界紀錄，香港錄得破紀錄的155萬
人認購。

▼螞蟻上市叫停，市場
質疑螞蟻究竟是“金融

大鱷”還是“科技
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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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士頓中華民國休士頓中華民國109109年國慶返國致敬團年國慶返國致敬團,, 今年今年
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自海外返台參與慶典自海外返台參與慶典
活動的僑胞活動的僑胞,, 需符合居家簡易需符合居家簡易1414天及自主管理七天天及自主管理七天
之規定之規定,, 因此今年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提早於因此今年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提早於

99月月1212日早上日早上1111點點,, 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羅復文由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羅復文
處長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及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及雙十國慶籌備會主委
何怡中何怡中,, 共同主持授旗儀式共同主持授旗儀式.. 團員們為了配合團員們為了配合2121天天
的居家檢疫的居家檢疫,, 紛紛提早回國完成防疫中心的規定紛紛提早回國完成防疫中心的規定..

1010月月88日早上日早上1010點我們所有團員一起到僑委點我們所有團員一起到僑委
會報到會報到,, 並且特地拜會僑委會呂元榮副委員長並且特地拜會僑委會呂元榮副委員長,, 僑僑
民處副處長莊雅淑及秘書處葉麗媛民處副處長莊雅淑及秘書處葉麗媛..

呂副委員長非常感謝我們所有團員不辭辛苦呂副委員長非常感謝我們所有團員不辭辛苦
特地返國慶祝中華民國特地返國慶祝中華民國109109年國慶的熱誠年國慶的熱誠,,
特別贈送每位團員一個有中華民國國旗圖特別贈送每位團員一個有中華民國國旗圖
案的口罩案的口罩,, 以表達僑委會的感謝以表達僑委會的感謝.. 致敬團團致敬團團
員們也很熱烈的表達每個人對僑委會的感員們也很熱烈的表達每個人對僑委會的感
激激,, 並提供不少建議並提供不少建議.. 呂副委員長提到今年呂副委員長提到今年
因為防疫需要因為防疫需要,, 1010月慶典活動採實名制月慶典活動採實名制,, 在在
慶祝國家生日時也不忘防疫慶祝國家生日時也不忘防疫,, 讓大家安心讓大家安心..
請僑胞朋友們保護自己請僑胞朋友們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保護他人,, 一起協一起協
助政府防疫助政府防疫.. 1010月月99日國慶晚會首度移師基日國慶晚會首度移師基
隆舉行隆舉行,, 會選在基隆舉辦國慶晚會是因為五會選在基隆舉辦國慶晚會是因為五
年來基隆大幅改變請僑胞來見證基隆市的年來基隆大幅改變請僑胞來見證基隆市的
繁榮與進步今年國慶晚會主題是繁榮與進步今年國慶晚會主題是 「「民主台民主台
灣自信前行灣自信前行」」 .. 早上早上1010點僑委會派專車送點僑委會派專車送
僑胞到基隆市僑胞到基隆市,, 先參訪和平島公園並享用晚先參訪和平島公園並享用晚

餐餐.. 晚會開場表演邀請到國際級演奏團體晚會開場表演邀請到國際級演奏團體 「「優人神優人神
鼓鼓」」 及張正傑攜手演出及張正傑攜手演出,, 晚會表演的節目非常精彩晚會表演的節目非常精彩
.. 今年參加表演者均為年輕藝術家今年參加表演者均為年輕藝術家,, 他們充滿青春他們充滿青春
熱情熱情,, 帶給僑胞們一番青春新氣象帶給僑胞們一番青春新氣象 「「明天會更好明天會更好」」 ..

1010月月1010日國慶大會日國慶大會,, 入場座位採實名制入場座位採實名制,, 共同共同
為國家防疫努力升旗典禮隆重舉行為國家防疫努力升旗典禮隆重舉行.. 更令休士頓返更令休士頓返
國致敬團的團員們感到興奮的是國致敬團的團員們感到興奮的是109109年國慶大會僑年國慶大會僑
胞代表致詞者是我們德州休士頓的僑務諮詢宋明胞代表致詞者是我們德州休士頓的僑務諮詢宋明
麗女士我們都為她加油麗女士我們都為她加油..

下午兩點到五點我們去參加在花博公園舞蝶下午兩點到五點我們去參加在花博公園舞蝶
館舉行的館舉行的 「「我愛國旗我愛國旗」」 特別節目與慶祝國慶園遊特別節目與慶祝國慶園遊
會會,, 大家都興高采烈的穿著國旗裝一起去參加此活大家都興高采烈的穿著國旗裝一起去參加此活
動動

祝中華民國祝中華民國109109歲生日快樂歲生日快樂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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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冠造訪馬琳家】
2020年 6月30日來電話告之：

我的紅斑狼瘡症狀完全沒有了，可是
我的女兒和女婿的新冠肺炎檢測報告
是陽性，我和他們住在一起，還要照
顧孫兒女，我自己雖非陽性，但還是
閉關幾個禮拜為妙，你一定有預防和
治療新冠肺炎的妙藥，請你寄兩份給
我的女兒和女婿。我說：沒問題馬上
會寄，要他們照單服用立刻見效。

【10~馬琳與新冠擦身而過安然
無恙】

2020年8月6日馬琳閉關一個多
月後，來診所回診，我見她臉色紅潤
身體健康，雖是68歲的老人，不但沒
染上新冠肺炎，反而成了主力艦要護
理女兒和女婿全家大小5口，女兒女
婿服了我寄去的藥不到兩天霍然而愈

，孫兒
女用我
特製的
中藥防
新冠肺
炎抹劑
也得心
應手，

安全無恙。她帶來2020年6月6日的
驗血報告糖尿病指標，糖化血紅蛋白
（A1C）為5.7，低於6，在正常範圍
內。他的醫生不放心，沒服糖尿病的
藥，居然指標正常，於7月7日再驗
一次血。馬琳拿出7月7日的報告，
血糖（萄葡糖）91，也低於100 ，並
且白血球和血小板都正常了。可以說
馬琳無病一身輕，我首先恭喜她因服
了PHB才沒感染新冠肺炎，且囑她下
個月再作一次QA和MEAD，印證她
的身體和驗血報告一樣好。

2020年 9月17日馬琳回診，腳
步輕鬆，動作俐落。她今天的MEAD
與去年的作簡單的比較，今天的只有
右側三焦經出現實熱，其他的都算不
錯，去年的報告中只有胃經 、心經勉
勉強強過關，其他肺、心包、小 腸、

三焦、 脾、肝、腎、膀胱、膽等經絡
一無是處，所以她病得不輕，與死神
擦身而過。她的QA報告也與去年3
月19日的報告作比較，恰巧1年半，
總體來說原來40項不合標的，今已進
步到剩21項，PH指數原為2.997，
現已進步為3.206，已為鹼性體質，
太重要了，太好了，骨骼系統的各項
指數原有7項不合標，現進步到僅2
項不合標，骨密度大有好轉，絕對可
以免注射prolia 的 治療，心腦血管循
環系統由原先的4項不合標，進步到
只餘一項不合標，這是美國死亡原因
最高的一項， 由此看來馬琳的餘年還
長得很呢。最令我興奮的是她的記憶
力指數由原先的0.217（正常0.442一
0.817）進步到0.272了，她得失憶症
或老人痴呆症的機率小很多。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醫學院，曾進
行小白鼠試驗發現，酸性體質是失憶
的主因。

【11~Otto Warburg所言不虛】
我不勝其煩的列舉各項數據，其

目的在告訴讀者，華寶之言不虛，他
的假說非常正確。我治好馬琳的疑似
骨癌、紅斑狼瘡、糖尿病、骨質疏鬆

症、甚至脹氣症（腸胃中的二氧化碳
排放不出去，碳酸也會造成腸胃部分
酸中毒，這種病例愈來愈多，許多找
不出原因的無病亡故者，種因於此
「氣死的」 ），這許多的難症都因改
變為鹼性體質而治愈了。

【12~PHB +MR10 所向無敵】
紅斑狼瘡與類風濕關節炎同屬免

疫系統的疾病，這種以前不可能治得
好的病，只能服用類固醇維持，如今
用我研發的PHB和MR10就能過關斬
將，所向披靡，我的天啊！奧圖．華
寶你真了不起，預知50年身後的醫療
大事。當我一舉兩得的文章才寫到一
半時，已經是一舉三得，等快寫完，
毫無疑問變成一舉數得了。(全文完)

杏林夜談16 一舉三得（續）

作者：成彥邦

【1~是癌非癌不敢大意】

馬琳無病一身輕馬琳無病一身輕 快樂與作者合影快樂與作者合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數據顯示，美
國在11月3日總統大選日共新增91530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是有史以來的第二高紀錄。截
至目前，美國平均日增86300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21州於11月3日報告平均七天內日增
確診紀錄再創新高，36州報告新冠患者住院率
增加至少5%，其中美國中西部地區尤為嚴重
，愛荷華、印第安納、堪薩斯、明尼蘇達、密

蘇里、蒙大拿、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新墨
西哥、俄亥俄、南達科、猶他、威斯康星、懷
俄明等州均出現住院率創歷史新高。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預測，
持續升高的住院率或預示美國將再有14萬人
於明年1月20日總統就職日之前死於新冠肺炎
。

美國大選日再創新冠肺炎確診記錄

美國福斯新聞網週一引述槍械顧問公司 「小型武器分析及預測」 SAAF的報告指稱，今年10月
槍枝估計售出190萬枝，比去年同月份激增65%，該顧問公司指稱，槍枝銷售的數字來自美國聯
邦調查局的統計。

SAAF的學者布勞爾（Jurgen Brauer）表示，今年從1月到9月，槍枝共賣出1670萬枝，到了
10月份，槍枝共賣出1860萬枝，依此速度，今年勢必締造新的銷售紀錄。美國4年前總統大選，
當年度全年共賣出1660萬枝槍。

美國射擊運動基金會上個月也公佈10月份的槍枝銷售報告，數字雖略微不同，但一樣比去年
同期增加約6成。從今年3月起，幾乎每個月都超越前一個月的紀錄。基金會發言人奧利瓦
（Mark Oliva）說，隨著大選日接近，許多美國人認為可引用憲法保障的權益，擁槍自保，預防萬
一政治局勢有什麼變化。 「從沒看過這麼多美國人選擇擁槍，估計690萬人在今年是頭一次買槍。
」

大選年擁槍自保 美690萬人初次買槍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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