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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政策力挺跨境電商
萬億級市場空間漸顯

疫情之下，52.8%的高速增長成為我

國跨境電商逆勢增長的新標註。測算顯

示，中國跨境電商零售出口整體規模已

超過1萬億元，2020年全球跨境電商交

易規模有望達到12.7萬億元，今後仍將

維持高速增長。

市場的集中爆發，離不開國家政策

支持。今年以來，我國推出了多重舉措

推進跨境電商發展，從跨境電商綜試區

擴圍，到海關監管新規出臺，從外貿創

新發展實施意見，到 RCEP 簽署等。

《經濟參考報》記者獲悉，目前相關部

門以及跨境電商綜試區正在就推進上述

利好落地研究具體舉措，其中跨境支付

、電商平臺、物流公司等多個產業鏈有

望獲得更多利好。

逆勢高速增長
萬億級市場空間可期
在全球外貿整體遭受嚴重沖擊的情

況下，今年前三季度通過海關跨境電商

管理平臺的進出口額逆勢增長52.8%，

達到1873.9億元，成為我國穩外貿的重

要力量。

近日發布的《跨境電商藍皮書：中

國跨境電商發展報告（2020）》（以下

簡稱《報告》）指出，我國跨境電商市

場迎來新的快速發展機遇期，預計2020

年有望達到2800億元，繼續實現跳躍式

增長。

市場分析同時指出，在統計口

徑之外，我國跨境電商市場規模早

已超過萬億水平。不只中國市場高

速增長，全球範圍內的跨境電商空

間也在迅速打開。上述《報告》指

出，2020 年全球跨境電商交易規模

有望達到 12.7 萬億元，今後仍將維

持高速增長。

eMarketer監測顯示，到2023年，全

球網絡零售額將達到6.5萬億美元，在全

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占比達到22%。

分析認為，跨境電商已經成為連接

中國制造與全球消費的重要方式，發展

還在起步階段，還有巨大的市場空間待

挖掘。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金融四十

人論壇學術顧問黃奇帆表示，盡管增長

迅速，但總量還很小。到2019年底，全

部的跨境電子商務B2C交易量1700億人

民幣，加在壹起算約250億美元左右，

只占我國進出口貿易4萬多億美元總量

的不到1%。

“從這個角度看，跨境電商的潛力

還沒完全釋放。”黃奇帆預判，到2035

年50%外貿額有望通過跨境電商來完

成。

商務部研究院電子商務研究所

副研究員洪勇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隨著世界經濟壹體化和數字經濟

時代的到來，跨境電商已經成為外

貿增長的亮點和重要驅動力，將繼續

高速發展。

利好集中落地
帶動行業更快發展
市場的快速成長，離不開國家政

策支持。今年以來，我國跨境電商迎

來諸多突破。上半年，國務院新批復

成立 46 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跨

境電商綜試區總數擴大到 105 個。隨

後，海關總署新增 9710、9810 兩個監

管代碼，分別對應跨境電商B2B和海

外倉模式。

最近重大利好接踵而至。11 月 9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進對

外貿易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

要促進跨境電商等新業態發展。11月

15 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RCEP）的簽署，又進壹步打開了市

場增量空間。

數據顯示，2019年，RCEP的 15個

成員國總人口約22.7億，GDP達26萬億

美元，出口總額達5.2萬億美元，均占全

球總量約30%。

商務部中國國際電子商務中心研究

院院長李鳴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RCEP框架內，商品關稅和投資門檻降低

、資金融通便利化、跨境數據流動及消

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壹致化等將進壹步

促進線上市場要素流轉，從而激發巨大

市場潛力釋放。

值得註意的是，為了進壹步抓住

跨境電商發展先機，政策支持還在加

碼。海關總署政策法規司司長潘城對

記者表示，今年以來，海關監管創新

為跨境電商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接

下來，海關將與相關部門壹起繼續推

動通關便利等營商環境改善，並以更

多制度為跨境電商綜試區等試點發展

提供支持。

商務部表示，積極推動落實將具備

條件的綜試區所在城市納入跨境電商零

售進口試點範圍，支持企業共建共享海

外倉。繼續通過擴大出口信貸投放等政

策措施，支持各類主體創新商業模式，

為跨境電商發展添動力、增活力。繼續

深化國際合作，積極參與跨境電商國際

規則制定。

在李鳴濤看來，持續性支持政策

出臺，為我國跨境電商企業提供了穩

定的政策環境預期，對於行業發展信

心提升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同時，伴

隨利好陸續落地，跨境電商陽光化通

道的吸引力會不斷增強，引導跨境電

商規範化發展。

創新平臺積極探索

推動產業鏈協同發展
快速崛起的市場疊加國家政策支持

，進壹步堅定了各地發展跨境電商的

信心。記者從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獲

悉，該區將進壹步發揮首個跨境電商

綜試區先發優勢，支持支付機構發展

跨境支付業務，積極發揮銀行卡清算

牌照作用，發展多元化支付清算服務

。支持跨境電商平臺發展，鼓勵傳統

貿易和生產型企業拓展跨境電商應用

。加速構建全球智能物流樞紐，探索

“互聯網+口岸”新服務，發揮菜鳥、

順豐、圓通等總部（基地）作用，打

造集海陸空運輸、口岸服務、分撥轉

運、保稅倉儲、快遞配送等於壹體的

全方位物流產業鏈體系。

這只是各地布局跨境電商發展的壹

個縮影。記者了解到，遍布全國的跨境

電商綜試區、自貿試驗區、各類保稅區

以及海南自貿港等創新門戶都在積極推

動跨境電商發展，其中，跨境支付探索

、電商平臺發展、跨境物流建設等成為

探索重點。

洪勇指出，各項建設的推進將使

產業鏈上下遊同時受益，對整個行業

發展將起到協同推動效應。“隨著跨

境電商生態環境的不斷優化，其在國

際貿易中的滲透率將越來越高，交易

規模和用戶規模也將持續增長。”他

說。

李鳴濤認為，未來伴隨全球物流、

支付、貿易便利化條件持續改善及全球

數字化進程加速，跨境電商正面臨更大

的發展機遇期。

李鳴濤提出，跨境電商發展還有

諸多環節待完善。例如，要加強跨境

電商領域政策的協調落地。他進壹步

指出，可以依托各跨境電商綜試區細

化跨境電商領域各項政策實施細則，

統壹政策執行標準，讓企業真正享受

到國家在稅收、結匯、通關等環節的

政策紅利。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有緩和的趨勢。雖然新冠肺炎的
治療方式正不斷改善，但病毒引起的神經系統併發症狀仍令人憂
慮，例如包括喪失嗅覺、意識模糊和頭痛等等。

然而，醫護人員十分關注新冠肺炎治療對於大腦及相關認知
功能障礙的影響，例如是記憶力及專注力。這促使美國麻省總醫
院的醫生及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神經系統
的影響。
新冠肺炎患者需要長時間使用呼吸機

當新冠病毒微粒被吸入並擴散至肺部，人們便會染病。由於
病毒有機會對病人的肺部造成其他損害，有些人可能無法自行呼
吸，需要依賴機器透過喉管將氧氣帶入體內。呼吸機已成為新冠
肺炎治療的常見部分，而使用呼吸機同時，需使用鎮靜劑以防病
人受傷。

在疫情爆發初期，醫護人員未有足夠經驗應對病毒，仍在不
斷學習更有效處理病症的方法。在許多情況下會延長鎮靜劑的有
效期，甚至長達數周，比起平常使到鎮靜劑的治療（如手術）更
長。

不久後，有報導指新冠肺炎患者正面臨新的問題。
麻醉學專家Dr. Emery Brow表示： 「有報告指出有病人的呼

吸系統已經得到改善，但仍處於昏迷狀態。由於使用呼吸機會增
加身體缺氧的機率，令血液凝固並改變身體代謝藥物的方式，因

此有機會導致病人處於昏
迷狀態。」

找尋新冠病毒與缺氧性損傷的關連
神經學家未能理解新冠肺炎如何直接影響大腦。Dr. Shibani

Mukerji是美國麻省總醫院神經及傳染病科副主任，以及最近一
篇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關於新冠肺炎死者驗屍醫學研究文
章的聯合作者。這項研究中沒有在使用呼吸器的患者的腦組織內
發現能夠引致新冠肺炎的病毒。這表明除了病毒直接感染大腦外
，仍有其他在感染期間能夠引起神經系統症狀的因素。

Dr. Mukerji指： 「我們現時手上大多數的神經系統病例中並
沒有發現直接感染中樞神經系統的證據。但可確定的是新冠肺炎
的患者的腦細胞因缺氧死亡，因此會出現缺氧性損傷。由於長期
使用呼吸機提高了缺氧性損傷的風險，因此隱藏了引致缺氧性損
傷的真正原因，現時很難斷定新冠肺炎是否其中一個誘因。不論
患病的源頭，缺氧性損傷較容易出現在需要長期使用呼吸機的患
者身上。」

醫學界對於新冠肺炎患者出現缺氧性損傷、神經系統症狀和
認知功能障礙的原因仍存有不少爭論，而血塊被認為是造成腦部
損傷和相關症狀的關鍵因素。

Dr. Mukerj補充： 「磁力共振成像中能發現腦內微出血，但
這並不能證明微血塊會否導致低氧變化。感染有機會導致其他器
官的血凝塊增加，但在大腦中會否出現微凝塊仍然有待爭議。」

集中研究每個線索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會有昏迷及明顯的認知功能障礙等無

法預測的症狀。
Dr. Brown 表示： 「我們在接下來的數年會密切留意是否有殘留
影響存在於患者身上，並觀察患者有否出現更廣泛的症狀。」
新冠肺炎、神經系統症狀與潛在的腦功能障礙之間有著複雜的連
繫。儘管這個議題仍未得出結論，但這些關聯為研究工作提供了
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建立且規模
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
，同時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我們的
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個臨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
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
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統疾病、心臟病
、高血壓、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
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
用尖端療法治療複雜且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是全美排名第一
的研究型醫院，也是美國唯一一家所有16項專科全部上榜《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排名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院
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
醫院之列。

鎮靜劑對新冠肺炎患者腦功能的影響

美國德克薩斯州總檢察官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週二表示，Alphabet旗下谷歌公司可能會
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面臨各州對其發起的更
多訴訟。

帕克斯頓稱，多個州正在對涉及谷歌搜索業務
的反壟斷擔憂展開調查。在2019年，帕克斯頓對
該公司發起了一項有48個州參與其中的調查。

在美國聯邦和各州執法人員加強對科技巨頭的
審查之際，帕克斯頓在與全球競爭官員進行的一次
小組討論中發表了上述有關谷歌調查的言論。今年
10月，他與美國司法部以及其他10個共和黨州的
總檢察官一起對谷歌提起了反壟斷訴訟。另外，帕
克斯頓的辦公室還在調查谷歌被指主導在線廣告市
場一事，預計這項調查也會引發訴訟。

與此同時，有消息稱Facebook最早也將於本週
面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以及由各州組成

的一個聯盟發起的訴訟。
另有消息稱，牽頭對谷歌搜索業務涉嫌從事反

壟斷行為展開調查的州包括科羅拉多州、愛荷華州
和內布拉斯加州等。這些州和美國司法部表示，它
們將尋求併案起訴。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民主黨人羅希特·
喬普拉（Rohit Chopra）也在周二的小組討論會上
發表了言論。他表示，反壟斷官員應該駁斥Face-
book的一種說法，該公司此前聲稱，任何針對美
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執法行動都只會讓其他國家的科
技巨頭受益。他指出，Facebook和其他美國科技公
司正在推進這一立場，以便獲得一張能讓其為所欲
為的“空白支票”。

喬普拉表示：“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論
點。”

德州總檢察官：谷歌可能在未來幾週面臨更多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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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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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防疫物資出口及聖誕

訂單的強勁需求下，11月中國外貿延續強勁增長。中國海關總署7

日發布數據顯示，以美元計11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長21.1%，較10

月加快9.7個百分點，為2018年2月以來最高；進口亦連續三個月

實現增長，同比增長4.5%，略低於10月0.2個百分點。由於出口

大增，11月貿易順差大幅增長170億美元至754.2億美元，創下歷

史新高。專家預計，到明年上半年中國外貿進出口有望保持強勁，

而超高貿易順差主要是受海外疫情導致供需錯配的偶然影響，不會

長期持續，隨着海外疫情好轉、疫苗普及，貿易順差將逐步回落。

上月中國出口增長21.1%
防疫物資及聖誕訂單帶動

人民幣持續升值並未抑制出口，11月出口增速
大幅高於市場預期10個百分點左右。中信證

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歐美等海外疫情反覆
疊加年底聖誕節日需求，相關商品需求旺盛帶動中
國出口景氣再上台階。

對美出口增46.1％
11月，中國對歐美出口增速大幅回升，其中，

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46.1%，較10月大幅上升23.6
個百分點；對歐盟出口增速由負轉正，從同比下降
7%轉為增長8.6%；對東盟出口增速回升2.7個百分
點至10%；對日本出口增速略有放緩，從10月的
5.7%微降至5.6%。

諸建芳分析，中國對歐美出口增速明顯回升，
主要由於歐美疫情反覆，影響海外工業生產，部分
訂單轉移至中國，個人防護用品和居家辦公產品需
求反彈，聖誕節前需求也季節性反彈。

數據顯示，隨着海外疫情反覆，口罩、醫療器械
等防疫物資，以及筆記本、電腦等遠程辦公用品，出
口增速反彈。11月，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同比增長
21%，較10月回升6.1個百分點；醫療儀器及器械增
長38.2%，回升8.2個百分點；包括筆記本電腦、平板
電腦、液晶監視器等在內的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
部件，同比增長34.3%，增速反彈7.7個百分點。

傳統出口商品需求會回升
在聖誕訂單帶動下，玩具、燈具、塑料製品等

出口增速大幅上升，其中，玩具繼10月大幅反彈至
22.4%後，11月繼續加快至49.9%。此外，機電產
品、高科技產品出口增速也大幅提高，11月，機電
產品出口增速較10月大幅提升12.1個百分點至
25%，手機增長29.2%，高新技術產品增速從10月
的4.2%升至21.1%。

諸建芳表示，在海外疫情逐步好轉的趨勢下，

中國傳統出口商品需求會穩步回升，同時中國全球
生產替代者的角色也不會馬上消失，且作用地位可
能在疫情反覆中加強，部分行業全球出口份額繼續
擴大，由此預計明年上半年中國出口將繼續保持高
增長。

進口增速回落 國內經濟景氣較高
進口方面，11月進口增速小幅回落，諸建芳認

為，增速回落主要受基礎影響，國內經濟景氣仍然
較高。中國對日本、東盟、韓國的進口增速上升，
對美國和歐盟進口增幅有所回落，可能與歐美疫情
反覆拖累供應有關。

諸建芳特別指出，中國對美進口增速小幅回落
0.7個百分點，但32.7%的增速遠高於其他地區。中
國對美國第一階段採購協議仍在履約中，拜登勝選
美國總統對中美貿易關係的態度有待觀察，整體看
預計中國外貿環境可能有一定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北
京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獲
悉，該公司旗下科興中維獲得5億
餘美元資金用於新冠滅活疫苗
“克爾來福”的進一步開發、產
能擴展和生產等。目前，科興中
維已建成並投入使用的新冠疫苗
生產線年生產能力超3億劑，計劃
在2020年底之前完成建設的第二
條生產線投入使用後將使“克爾
來福”的年生產能力提高到6億劑
以上，並可能進一步擴大。科興
中維研發的“克爾來福”新冠滅
活疫苗，是中國最早進入Ⅲ期臨
床試驗階段並獲許緊急使用的新
冠疫苗之一。該疫苗在國內已經
獲得成人組、老人組的Ⅰ/Ⅱ期臨
床研究結果，未成年組的Ⅰ/Ⅱ期
臨床研究也已經啟動。針對18歲
至59歲健康成年人的Ⅰ/Ⅱ期臨床
試驗結果已於2020年11月17日在
線發表在《柳葉刀感染性疾病雜
誌》上。Ⅲ期臨床研究正陸續在
巴西、印度尼西亞、土耳其、智
利等國開展。

亞洲拉丁美洲進關鍵臨床階段
據介紹，此次投資方是中國

生物製藥有限公司（中國生物製
藥）。據其官方網站介紹，中國
生物製藥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是
中國領先的創新研究和研發驅動
型醫藥集團，業務覆蓋醫藥研發
平台、智能化生產和強大銷售體
系全產業鏈。該公司於2000年在
港交所上市，其核心企業係正大
天晴藥業。中國生物製藥的全資
附屬公司香港俊領有限公司以5.15
億美元向科興中維出資，將於科
興中維註冊資本中擁有15.03%權
益。

科興控股董事長、總裁兼CEO
尹衛東表示，“克爾來福”的研製
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在亞洲和拉
丁美洲的臨床研究已經進入到關鍵
階段。中國生物製藥的新增投資除
了為“克爾來福”研製項目提供資
金支持外，還將推動生產能力的進
一步擴大，持續保障高質量疫苗在
全球更大範圍內的供應。科興正通
過廣泛的國際、國內合作來共同應
對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的挑
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當局財政事務
主管部門7日公布，台灣11月對大陸（含香港）出
口額達144.6億美元，同比增長17.2%，約佔台灣當
月總出口額的45.2%，大陸（含香港）持續位列台
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綜合中央社、中時新聞網、聯合新聞網消
息，統計顯示，今年前11個月台灣出口額累計
3,122.9億美元，其中對大陸（含香港）出口額約
1,361.4億美元，同比增長14%，佔同期台灣總出
口額的 43.5%。台灣 11 月貿易順差為 52.7 億美

元。若扣除對大陸（含香港）的貿易順差，台灣
11月進出口貿易出現逆差。

另觀察今年前11個月台灣不同貨品類別出口情
況，除電子零組件及通訊產品大幅增長外，大部分
傳統製造業貨品的出口則出現不同程度衰退。

台11月對大陸香港出口增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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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疫情反覆，影響海外工業生產，部分訂單轉移至中國，個人防護
用品和居家辦公產品需求反彈，聖誕節前需求也季節性反彈。圖為在福建省
泉州市某陶瓷廠，工作人員整理出口歐美的聖誕陶瓷製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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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7日發布數據顯

示，截至11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

31,785億美元，較10月末上升505億美

元，升幅為1.61%，為2013年11月以來最

大單月增幅，並扭轉之前兩個月的下滑趨

勢。專家表示，在中國人民銀行退出外匯市

場常態化干預後，上月外匯儲備規模出現超

預期增加，主要是非美元貨幣升值及海外市

場資產價格上升帶來的估值變動，跨境資金

流動總體均衡，後續外儲將穩中有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外儲月增505億美元 7年單月最強
美元指數跌 股市債券資產價格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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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國指數研究院7日發布報告稱，結
合對人口總量、結構及城鎮居民人均住房
建築面積的預判，預計“十四五”時期內
地新增城鎮人口約8,433萬人，城鎮居民
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將提升至44.5平方米，
新增城鎮人口帶來的住房需求約36.2億平
方米，是未來五年住房需求的堅實支撐。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城鎮
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為39.8平方米。

城鎮化率料升至66.6%
報告稱，“十四五”時期，內地將繼

續堅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2020-2025年城鎮化率將以年均1個百分
點的幅度提升，至2025年預計城鎮化率
將提升至66.6%，全國城鎮人口將達到近
9.5億人。由此測算，未來五年全國累計
新增城鎮人口將在8,433萬人左右，新增
城鎮人口產生的住房需求將成為未來房地
產市場總需求的堅實支撐。
課題組專家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及住

房狀況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預計未來5
年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存在4平方米左右的
改善空間，年均提升幅度在0.8平方米左
右，在此基礎上，預計2025年城鎮人均住
房建築面積將提升至44.5平方米。
因“十四五”期間將堅持推進租購並

舉，完善長租房政策、擴大保障性租賃住
房供給，預計將有更多比例的住房需求以
租賃的形式釋放，加之高規模棚改貨幣化
效應的消退，2021-2025年住房需求商品化
比例將在近2年高位上有所回落。

租賃形式釋放住房需求
惟由於考慮到改善型需求將繼續高位

釋放，未來五年住房需求商品化比例並不
會出現明顯滑坡，大概率仍可維持在70%
左右水平。以70%的商品化比例測算，未
來五年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約66.0億至
68.6億平方米，較2020年水平年均下降
3.2%至4.5%，但整體規模仍較為可觀。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
英解讀數據稱，國際金融市場上，受新冠肺

炎疫情及疫苗研發進展、主要國家貨幣及財政政策
預期等影響，美元指數下跌，非美元貨幣總體上
漲，主要國家股票、債券等資產價格上升。匯率折
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11月外匯儲
備規模上升。

美元沽壓大 全球股市漲
11月，受美國選情、輝瑞疫苗的利好消息以

及美國良好經濟數據的影響，美元持續承受賣壓，
美元指數下跌2.48%，非美元貨幣紛紛升值，歐
元、英鎊等兌美元均在高位繼續升值。股市和其它
風險資產則漲幅顯著，以MSCI發達和新興市場指
數衡量，全球股市11月上漲13%，創史上最佳單
月表現。其中，美股三大股指漲幅均超10%，英國
富時100指數漲超12%，德國DAX和日經225指
數漲幅高達15%。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稱， 11月美

元指數下跌逾2%，非美資產折算大概可以解釋
200億至300億美元外儲增加規模，另外可能有外
儲經營收益因素。他並認為，央行在第三季貨幣政
策執行報告中重申，不進行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
這表明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政策態度明確，再

度干預外匯市場的可能性不大。

579億北向資金流入A股
從證券市場跨境資金流動來看，11月北向資

金淨流入A股市場579.29億元(人民幣，下同)，當
月境外機構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淨買入中國債
券1,229億元。中債登和上清所數據顯示，境外機
構11月末持有人民幣債券總額達到30,915億元，
佔比升至3.07%。在“入富”大門開啟後，較海外
債券存在絕對利差優勢的中國債市，吸引境外機構
踴躍交投。
王春英表示，11月外匯市場運行穩健，市場預

期保持穩定，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均衡。不過，新冠
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性
明顯增強，國際金融市場風險挑戰顯著增多，預期
未來外匯市場將呈現基本穩定、雙向波動的格局。

另外，中國海關總署7日公布，以美元計價中
國11月出口同比增長21.1%，當月貿易順差為創下
紀錄新高的754.2億美元，7月至11月中國貿易順差
已超過2,800億美元。分析人士認為，近期中國出
口強勁復甦，貿易順差持續擴大，隨着年底季節性
結匯高峰來臨，客盤結匯率將有所上升，這也會為
外儲增加提供更多助力。交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鄧宇預計未來外儲環比仍將增加，但增速企穩。
11 月人民幣維持升值勢頭，兌美元升值

1.5%，今年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達到8.7%左
右。建行金融市場部分析認為，人民幣仍處於升值
通道中。在近期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人
民幣匯率短期內有回調需求，但中長期人民幣匯率
仍有升值動力，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大，預計2021
年波動區間在6.2-6.8之間。另外，年底客戶結匯
量較大，人民幣升值壓力也較大。

■中國指數研究院測算，未來5年內地累計新增城
鎮人口將在8,433萬人左右。圖為雄安新區。

中新社

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及月度變化（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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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匯儲備扭轉之前兩個月中國外匯儲備扭轉之前兩個月
的下滑趨勢的下滑趨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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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在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期間，
許多人待在家中的時間變長很多，家戶戶都要用
電，而做生意更少不了電，您知道如何聰明用電
而能省錢嗎？休斯頓有30多個電力公司，各家收
費規則與服務都不同，選對電力公司，能省心又
省錢。其中，Reliant 電力公司是歷史最悠久的一
家，口碑信譽也好，曾獲BBB 的年度Excellent 最
優獎，無論是規模或服務，都獲得專業肯定。

Reliant 電力公司提供住家和商業用電、搬家
通電、轉換電力公司等服務，加上有華人專門為
華裔社區服務，不少民眾換過幾家電力公司後，
最後又回到Reliant，感覺還是Reliant的服務比較
好。

有專人負責華裔市場
民眾劉太太表示，她經朋友介紹，轉用Reli-

ant 的電，Reliant有華語的市場負責人員幫忙，她
叫林玉儀(Yuyi Lin)，協助接電等相關事項，覺得
她服務很親切，尤其是解釋的很清楚。

林玉儀負責經營Reliant 電力公司休斯頓的華
裔市場，國語、粵語和英文都相當流利，曾在
Reliant門市部銷售8年，為住家提供搬家通電、轉
換電力公司等服務。與她合作過的民眾，都有很
好的評價，說她在解釋用電的部分非常清楚。

用電的訣竅，告訴您如何省錢
在商業用電的部分，知道秘訣和不知道，所

交的電費會相差很多，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
省下很多錢。商業電費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的，我
們分別來了解如下：

第一部分是 Energy Charge：
電 的 量 度 單 位 是 千 瓦 時 （KWH)， Energy

Charge 這部分是電力公司決定的價格。通常天然
氣和供求關係會決定 Energy Charge，在合同期內

是一個固定的價格
。一般來說，越長
的合同越便宜，例
如五年合同就比一
年合同便宜。

Nodal Pass
Through: 有時候，
如果某城市高峰期
不夠電用，會向別
的城市要電，如果
長途運輸電，運輸
過程中電會損耗很
多，所以有些公司
有這項收費，一般
是用電量少的公司
。 Reliant 公 司 的
Energy Charge 已 經
包含這部分在裡面

，用電量大的公司，可包可不包，看具體合同而
定。

第二部分是Demand (KW) ：
Demand 是你用電的速度。比如說接滿同樣大小的
一缸水，你可以打開水龍頭慢慢地裝一個小時，
也可以快快用15分鐘裝滿。家居用電一般沒什麼
區別，用多少算多少。但是，商業用電差別可大
，越快裝滿越貴。

商業電算你15分鐘的用電速度。如果你15分
鐘用電很多，電線桿公司會為你準備大的用電量
，會收貴很多。這部分費用由電線桿公司收，並
非電力公司決定，是由你自己怎麼用來決定。休
斯頓的電線桿公司是Center Point。

有技巧地用電，將會幫你省很多錢
比如一家Home Depot，晚上要給機器充電，

起初全部機器一齊充，結果發現電費很貴。後來
分開充電，電費便宜多了。所以盡量不要集中一
齊用電，這樣子省很多的。而且如果你只要一個
月曾經集中急用電，下幾個月帳單也會受影響。
上面情形有點類似網速越快，收費越貴。

務必先弄清楚收費規則
另外一位用戶陳先生表示，有些電力公司希

望增加客戶，只說了部分用電收費，等到實際上
收到電費通知，收費往往高出很多。而Reliant 電
力公司的林小姐，會據實說明每一項的收費，能
源費用是多少？輸電費用是多少？月費是多少？
白紙黑字清清楚楚，用戶同意之後才簽約。

另外，有些公司一千度與兩千度的用電有很
大的費用差別，或是有隱藏費用，用戶以為找到
便 宜 的 計 畫 ， 但 實 際 上 卻 吃 虧 了 。 例 如 ，
1001kWh 與 1999kWh 同價，如果你平時用 1001
kWh 左右就虧了，用1999kkwh比較合算。所以，
要根據自家用電量來選擇不同計劃。按標準，電
力公司都要提供2000 kwh 的平均價，但有時1999
kwh 和 2000 kwh 會差很遠，有人一看 2000 KWh
均價便宜就簽了，但實際上，他們可能用不到
2000 kwh 。

因此，提醒民眾，在找電力公司時，務必先
弄清楚收費規則，找一家信譽優良、誠實可靠的
電力公司才是上策。

自住的房子盡量要簽合同
此外要注意的是，有些小的電力公司可能會

倒閉，倒閉之後，因為轉手給其它公司，價格可
能猛長，等你知道時，已經太晚了。例如，前兩
年，因為石油價格太低，以致有幾個德州大的用
煤生產電力的工廠競爭不過，最後關閉了，由於
電供不應求，大熱天會導致Energy Charge猛增，
所以要避免那種Energy Charge 會變的計劃，比如

去年夏天，有個公
司曾經 1 kwh 要 $9
，真是嚇死人的天
價。

如果是自住的房
子，盡量要簽合同
，沒有合同的電費
會時不時的漲價。

通電ID
住戶也可憑駕照

、社安號、外國護
照通電。剛來美國
憑護照辦電，多數
要查證件，一般提
前5天辦比較好，因
為查證件需要二個
工作曰。對大部分

人，如果不需查證件，5點之前辦理，可當天通電
。

如轉換到 Reliant，不須要打電話取消原來公
司，Reliant會替客戶把原來公司取代。若是住戶
通知原來公司斷電，反而造成公司交接手之中停
了電。

多項方便的服務
Reliant 依不同計畫有多項方便的服務，每週

會寄出用電摘要的電子郵件，讓用戶了解自家的
用電情況，幫助降低能源使用量。有些計劃還會
提供免費的Nest Thermostat™ and Google Hub and
Google Mini，Nest Thermostat可以自己編程以節省
用電，可以用手機遠程控制溫度，甚至在中國動
一下手指， 也可控制美國家裡的溫度。

而Google Home Mini 很有意思，可用語音搜
索信息，然後Google Home Mini會語音回答你。
對孩子來說，是個不錯的學習方式，好玩又長知
識。如果是獨居老人，沒事也可以找Google Mini
對話，但前提是要會說英文！

萬一用電量暴增，Reliant 也提供簡訊提醒，
讓民眾注意。此外，Reliant提供全天候客服，一
年365天、天天24小時，都有電話真人服務。

此外，林玉儀也為房地產經紀人提供特別服
務，通電很容易，讓管理房屋更有效率。

詳情請洽Reliant 電力公司林玉儀(Yuyi Lin)，
電話: 713-898-8043。 Email: Yuyi.Lin@nrg.com。
微信/Line ID: yuyilin2005。

ReliantReliant 電力公司服務周到電力公司服務周到 獲專業肯定獲專業肯定
家庭用電家庭用電、、商業用電的技巧商業用電的技巧 告訴您如何省錢告訴您如何省錢


	1209WED_B1_Print.pdf (p.1)
	1209WED_B2_Print.pdf (p.2)
	1209WED_B3_Print.pdf (p.3)
	1209WED_B4_Print.pdf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