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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綜合報導 該來的還是來了，Face-

book逃不了。去年9月美國各地相繼掀

起的對Facebook的反壟斷調查，在近期

有了最新的結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和來自48個州及地區的總檢察長

聯合提交了兩份針對Facebook的獨立反

壟斷訴訟。

受此消息影響，Facebook股價出現

大幅下挫，而根據訴訟內容，未來其或

許將面臨非“拆”不可的命運。FTC希

望聯邦法院發布壹項永久禁令，要求

Facebook剝離包括 Instagram和WhatsApp

在內的資產，禁止Facebook向軟件開發

者施加反競爭條件，且Facebook未來的

收並購案都必須尋求事先通知和批準。

為何針對上述兩款應用？FTC在訴

訟中表示，Instagram 壹直在吸引 Face-

book主應用的用戶，Facebook試圖阻止

Instagram對 Facebook的侵蝕，由此可見

，Instagram獲得獨立將對Facebook的社

交網絡構成重大威脅。

同時，Facebook壹直限制WhatsApp

提供移動消息服務，而非允許WhatsApp

成為與Facebook主應用競爭的個人社交

網絡提供商，並限制WhatsApp在美國的

推廣。

紐約總檢察長Letitia James表示，近

十年來，Facebook壹直在利用其主導地

位和壟斷力量，打壓較小的競爭對手，

扼殺競爭，這壹切都是以犧牲普通用戶

為代價的。“這家公司在競爭對手威脅

到公司統治地位之前就收購了他們。”

但Facebook對 Instagram和WhatsApp

的兩起收購案在當年都得到了FTC和反

壟斷監管部門的許可。

Facebook副總裁兼首席法律顧問Jen-

nifer Newstead表示，FTC在53頁的訴狀

中沒有提到它在數年前就已經批準了這

些收購，政府現在想要推倒重來，這給

美國企業發出了壹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

告，任何交易都不是最終的。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

執行院長盤和林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

時稱，Facebook的確存在壟斷行為，其

通過並購方式消滅競爭對手，將其納入

後卻限制這些應用獨立發展，“壹方面

購入麾下，另壹方面卻努力將其邊緣化

，並以Facebook作為主導載體替代這些

潛在競爭對手的市場。”

Facebook 未 來 非 “ 拆 ” 不 可 ？

“Facebook的壟斷案件最終結果取決於

是否有證據證明其通過並購阻礙競爭

對手發展，然後通過支配市場來獲取

壟斷地位。”盤和林稱，Facebook現階

段在社交領域的市場份額毋庸置疑，

但其是否阻礙了其他創新企業、競爭

企業獨立發展，包括下屬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 有沒有被 Facebook 幹預和

遏制是反壟斷案交鋒的關鍵。在美國

，反競爭性的行為和規避競爭的行為

就是壟斷行為。

事實上，面臨反壟斷調查的不止是

Facebook。美國傳統互聯網巨頭 FAAG

(Facebook、 Amazon、 Apple、 Google) 的

頭頂都懸著壹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今年7月末，FAAG更是首次齊聚反

壟斷聽證會。4位CEO在長達5小時的聽

證會中發言並均強調，數據表明他們所

處的市場競爭激烈，他們的創新產品和

服務給消費者提供了便利。議員們則將

重點放在這些公司的壟斷行為、不公平

競爭等問題上。

盤和林直言，反壟斷的目的是遏制

大型企業損害競爭，因為只有維持競

爭，消費者才能在商家的競爭中獲益。

但對於互聯網行業，界定壟斷並非易事

，因為很多服務是免費的，且服務的邊

界、領域劃分又相當復雜。

“各國對互聯網公司是否壟斷的界

定應該基於其有無競爭對手、有無妨害

同行業競爭等方面，而市場份額並不是

可行的參考依據，因為互聯網行業領域

邊界十分模糊。”盤和林說。

遭遇大規模反壟斷調查
Facebook未來非“拆”不可？

移師新加坡，達沃斯論壇為何要遠離歐洲
疫情和政治交雜在壹起，這都是瑞士協調不了的。

按慣例每年1月份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

濟論壇，明年將“離家出走”，不在瑞士舉辦了

——總部位於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宣布，考

慮到新冠疫情現狀，該論壇2021年年會將於明年5

月13日至16日在新加坡舉行。

世界經濟論壇的新聞公報說，更換會議舉辦地點是

出於保護與會者和舉辦地人員健康和安全這壹優先考慮

。公報稱，2022年年會將重新回到瑞士達沃斯舉行。

此前，達沃斯論壇已多次公布將易地或者推遲

舉辦的決定。新的決定意味著，眾所周知的“達沃

斯論壇”明年暫時得改稱“新加坡論壇”了，而達

沃斯將因此損失約3億瑞士法郎的收入。

丟不下滑雪生意陷入被動
就像新聞公報所說，“達沃斯論壇”離家出走

，主要是瑞士疫情趨於嚴重惹的禍。

根據瑞士報告，最近幾天瑞士日新增確診病例

在4000例－5000例之間居高不下。截至北京時間

12月9日晚8點半，瑞士累計確診病例達363654例

，累計死亡5618例。對於壹個僅有850萬人口的國

家來說，這樣的數據算是驚人了。

實際上，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瑞士抗疫工作做

得不錯。早在今年2月25日，瑞士發現首例新冠肺炎

感染病例後，沒怎麼猶豫就采取了嚴禁大型公開活動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關閉部分邊境過境點、中小學

停課等措施，跟隨世衛組織的相關建議跟得很緊。

但是，10月1日以後，瑞士宣布重新允許舉行

1000人以上的大型活動，包括體育、文化和宗教活

動。顯然，放松防控，進行常態化管理與滑雪季到

來有關。瑞士作為滑雪勝地舍不得丟下這個好買賣

。也正是這個決策，導致瑞士疫情最近兩個月出現

大幅度反彈，波及了達沃斯論壇。

遠離歐洲可以降低敏感性
其實就算是瑞士本國疫情控制得不錯，要堅持

舉辦年會也有諸多麻煩。

因為瑞士周邊國家的形勢也不好。以歐盟國家為

例，從8月1日到12月6日，第二波新冠肺炎在歐盟的

27個國家奪走了152216人的生命，其中，有17個國家

的第二波疫情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第壹波疫情。

負責衛生事務的歐盟委員斯基裏亞基季斯透露

，歐洲每17秒就有壹人死於新冠肺炎，每天會有

約5000個家庭痛失親人。鑒於形勢嚴峻，11月以

來，不少歐洲國家重新實施了包括部分封城在內的

壹系列管制措施。

盡管隨著聖誕節的到來，歐洲國家肯定將不得

不放松管制，但是這不代表達沃斯就有條件舉辦年

會了。壹則，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冬季確實可能是

新冠病毒的活躍期，而瑞士的冬季顯然比較長；二

則，在管制措施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前提下，政府或

企業領導人去達沃斯可能引發政治問題。

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麼我們必須待在家裏，不

能參與多人的大型活動，而妳們卻可以？疫情和政

治交雜在壹起，這都是瑞士協調不了的。而選擇遠

離歐洲、不需要封城的熱帶國家舉辦，可以降低敏

感性。

堅持舉辦線下會議旨在“大重啟”
當然，也有壹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明年

的達沃斯論壇改成多場次的線上會議。今年許多重

要的國際會議就是這麼做的。

世界經濟論壇也有在明年1月份舉辦線上會議

的打算，但是堅持要在新加坡舉行線下面對面的會

議。他們把明年的線下會議命名為“特別會議”，

主題是“大重啟”。這個主題命名得很有趣。“大

重啟”說明曾經有過“大停擺”。

實際上，達沃斯論壇近幾年確實沒有過去

火爆，2020 年年會時，美、英、法等國的領導

人就都沒有到會。而瑞士也曾壹度因為對美貿易

有200多億美元的順差，在今年差點被美國列為

“匯率操縱國”予以制裁。

世界經濟論壇堅持要興辦面對面會議，自然

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話語權。但客觀說，其發散效

應也有利他的壹面。世界經濟論壇是最有影響力

的多邊對話機制之壹，通過政府間、政企間的對

話，尋求抗疫、經濟合作等方面的相互理解，有

助於彌合過去幾年國際社會出現的裂痕，讓單邊

主義退潮。

這是“大重啟”的前提。畢竟，對話總比對抗好。

美國新冠肺炎病故總人數今天突破30
萬，同時也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行動，盼
能翻轉疫情。首批接種人員除了護理師，
還包括代理國防部長米勒。

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奧希納醫療中心
（Ochsner Medical Center） 醫 師 塞 奧 尼
（Leonardo Seoane）接種疫苗後表示：
「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早晨，深具歷史意義

。」塞奧尼主導輝瑞疫苗部分臨牀試驗。
這款疫苗後期試驗發現對新冠肺炎防護力
高達95%。

美國展開疫苗接種之際，全球疫情正
處於最黑暗的時期之一，美國和許多國家
病例激增，衛生專家仍苦於因應疫苗懷疑
論、封城疲乏和各地對安全規範遵守情況
不一的問題。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統計，全球病故人數最高的

美國今天展開疫苗接種幾小時後，病故總
人數突破 30 萬大關；通報確診病例總計
逾 1630 萬例，是全球通報確診數最多的
國家。

美聯社報導，美國染疫死亡人數，約
相當於密蘇里州第 2 大城聖路易市（St.
Louis）或賓州第2大城匹茲堡（Pittsburgh
）人口數，也是越戰美軍陣亡人數5倍多
。疫情慘烈程度，形同5個半月天天重演
2005 年颶風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
1800多死悲劇，或是相當100多天每天發
生2900多死的911恐怖攻擊。

美國政府首席傳染病專家佛奇（An-
thony Fauci）近日曾說： 「數字很驚人，
是自 1918 年流感大流行以來，美國過去
102年所遭遇衝擊最嚴重的呼吸道疾病大
流行。」

美國新冠肺炎病故總人數今天突破美國新冠肺炎病故總人數今天突破3030萬萬 疫苗接種開跑疫苗接種開跑

間歇性禁食是近年來流行的一種飲食模式，指將每日的進食
時間段限制在6到8小時以內，或者每隔一天只攝取500卡路里
的食物。有研究表明，間歇性禁食有助於減重、改善新陳代謝並
降低惡性腫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風險等。美國麻省總醫院體重中
心副主任Angela Fitch博士表示，在有指導的前提下，間歇性禁
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間歇性禁食之所以有利於身體健康，是因為空腹12小時後
，血液中的胰島素水平下降，醣類能量儲存減少，人體就會開始
逐漸將脂肪轉化成能量，這是一種人類在古老的食物稀缺時代的
一種適應方式。研究人員認為，這種代謝轉換方式有助於改善血
糖調節，尤其是對存在胰島素抵抗症狀的患者而言，而胰島素抵
抗是2型糖尿病的先兆。

Fitch博士表示，現代人的飲食方式不同於祖先，且睡眠更
少、久坐不動、攝入食物更多更頻繁。在食物稀缺時代，人類有
時幾乎找不到賴以生存的食物，很可能只會在接近中午時分飽餐
一頓，然後早早入睡，但是對現代人而言，食物隨手可得，而且

大多都是加工食品。除了改變代謝轉換方式，間歇性禁食還可以
讓人們的飲食習慣與晝夜節律保持一致，有助於降低與晝夜節律
紊亂相關的肥胖、失眠、糖尿病和抑鬱症等疾病風險。

Fitch博士也為踐行間歇性禁食提供了3個建議。首先，間歇
性禁食應該和健康的飲食方式結合，盡量選擇天然食物，少食用
如餅乾、薯條、漢堡等加工食物。其次，禁食期間過後不可暴飲
暴食，請攝入正常的餐食分量。禁食期間可以喝不含熱量的水或
飲料，例如不含糖、奶油或甜味劑的咖啡和茶。第三，循序漸進
，從每日連續禁食10小時開始嘗試。每隔幾周延長1小時禁食時
間，直至達到16個小時或適合個人的時長。大多數人可以選擇
在晚餐後禁食，直到次日稍晚時再吃早餐。早餐多吃晚餐少吃的
飲食方式也有益於新陳代謝健康。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間歇性禁食並不適合所有人，包括糖尿病
、腎臟疾病、心力衰竭和飲食失調症患者，以及孕婦或哺乳期婦
女等。 Fitch博士建議想要嘗試間歇性禁食的人們尋求醫生的正
確指導，並在飲食上遵循“二八原則”，即在80％的時間健康飲

食，在20％的時間內在享用美味但並不那麼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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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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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麻省總醫院: 間歇性禁食或可成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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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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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玨 北京報

道）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膠着。國家

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

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受訪指

出，近段時間香港疫情形勢比較嚴峻，

和內地不太一樣的是，香港的疫情防控

未把“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措施落

實得很到位，這決定了疫情出現反覆；

而由於港深之間人員往來頻繁，這也導

致深圳面臨較大的疫情防控壓力。他強

調，香港特區政府制定了非常嚴密的疫

情防控措施，亦有非常優秀的專家隊

伍，關鍵還在於各項政策要落實到位。

內地權威籲港防疫措施落實到位
曾光：“外防輸入內防擴散”不足致疫情反覆

入冬以來，內地多地出現散發疫情，除輸入
性病例，還有多宗本土確診或無症狀感染

者。

內地局部反彈不會形成“大火”
曾光接受媒體採訪指出，從今年3月18日

武漢新增確診病例首次清零至今，疫情局部小
範圍反彈已有十餘次，但都很快受控。這是因
為經過過去11個月和病毒做鬥爭，中國已經積
累出一套能夠及時發現疫情、迅速搞清範圍，
並在第一時間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範圍內的辦
法。他說，內地的防控思路很明確：“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常態化疫情防控，突出加強
關鍵環節、重點領域防控措施，即逐步把各個
可能存在風險的口子堵上，“我之前有一個比
喻，現在大火已經撲滅了，對於各地陸續出現
的小火苗、小火星，要早發現、早撲滅，就不
會形成大火”。他同時提醒，目前新增病例中
仍以輸入性病例居多，國外疫情仍嚴峻，但中
國不可能關起門來搞發展，因而防控輸入性風

險還是第一位的。

“春節回家過年沒問題”
對於即將到來的春節，大規模人員流動會

否增加疫情傳播風險，民眾能否安心回家過
年？曾光認為，今年十一黃金周是一次壓力測
試，事實證明，只要防控措施得當，風險是完
全可控的。不過春運人口流動規模要大於國慶
長假，同時冬季低溫適合病毒存活，走親訪友
還會出現較大規模的室內聚集，所以春節期間
的疫情防控風險肯定會增大。但他指出，只要
人群中沒有感染者，就不會發生傳播範圍較廣
的重大疫情。從這個角度上講，春節期間大家
回家過年還是沒問題的。

曾光提醒，春節期間需做好個人防護，防
止聚集，並接種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等。
如果在春節前新冠肺炎疫苗能夠上市，也可以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但當下還是要立足於在沒
有疫苗的情況下做好防控，還不能把“寶”都
押在疫苗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
京報道）北半球各國相繼進入秋冬
流感季節，新冠病毒又捲土重來。
不過，新冠疫苗大規模量產也指日
可待。對於即將打響的新冠疫苗全
球配送戰，內地醫藥冷鏈知名企業
中集冷雲董事長程紹海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說，憑借上半年運
送新冠試劑和疫苗的經驗，他們正
抓緊科技攻關，降低配送成本，確
保新冠疫苗物流“最後一公里”安
全，“我們運送的不只是訂單，還
有希望。”他說。

目前，主流的滅活疫苗運輸儲
存需要在2℃至8℃的環境下進行，
而mRNA疫苗則需要-70℃的運輸
環境。如何控溫將是運輸中的最大
挑戰之一。許多發展中國家冷鏈基
礎設施不完善，程紹海說，這些國
家將疫苗從產地運往發達城市的大
醫院或診所困難重重，對它們而
言，新冠疫苗運輸工作無疑將會面
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可覆蓋200國家地區
對於疫苗運輸“最後一公里”

的服務問題，程紹海稱要從“運營
網絡的廣度和產品的末端操作”這
兩個維度去解決。首先要擴大運輸
網絡的覆蓋度，保障末端服務。在
運營網絡上，中集冷雲目前可覆蓋
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營站
點就超過50家，具有全球無死角的
網絡優勢。其次，疫苗保溫箱末端
服務時必須要操作便捷。具體來
看，溫控箱不僅要能夠適應各種主
流機型，不受空間限制，最大限度
地利用飛機裝載空間，降低其運輸
成本，而且溫控箱必須設計“小
巧”，到達一些發展中國家後，發
揮其“移動小冷庫”特性，可通過
各種交通工具運輸，如此便可解決
疫苗配送“最後一公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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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報
道，新加坡已經和三家新冠疫苗生產商簽訂預先採
購協議，包括美國莫德納（Moderna）、輝瑞/拜恩
泰科（Pfizer-BioNTech）以及中國科興生物。報道
稱，輝瑞的第一批疫苗將在本月抵達新加坡，而三
家公司的其他疫苗也將在明年陸續抵達。

據悉，新加坡簽訂預先採購協議的三家企業均
已進入三期臨床試驗階段，其中輝瑞/拜恩泰科的
mRNA新冠疫苗已經先後在英國和美國獲得緊急使
用授權，走在全球新冠疫苗研發最前列。

莫德納新冠疫苗也屬於mRNA新冠疫苗，目前
已經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該疫苗的緊急
使用權。

來自中國科興的新冠滅活疫苗，其Ⅲ期臨床研
究正陸續開展。12月7日，科興生物曾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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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訂購科興等疫苗

■中國龍頭冷鏈企業抓緊攻關溫控箱，確保新
冠疫苗物流“最後一公里”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攝

■■曾光指出曾光指出，，香港未把香港未把““外防輸入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內防擴散””的措施落實得很到位的措施落實得很到位，，這決定了疫情這決定了疫情
出現反覆出現反覆。。圖為馬鞍山錦豐苑居民及工作人員接受核酸檢測圖為馬鞍山錦豐苑居民及工作人員接受核酸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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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離任寄語：
要引世界大魚來港

未來十年
是中美兩
強如何共
榮發展的
十年

內
地
和
國
際
都
需
要
香
港

│信│心│十│足│

李小加履歷
1961年 北京出生
1977年 在中海油前身石油企業任鑽井工人
1984年 廈門大學畢業
1984年 《中國日報》任記者
1986年 赴美留學進修
1991年 紐約達維律師事務所任律師
1993年 紐約Brown & Wood任律師
1994年 加入美林證券
1999年 獲升為美林證券中國區總裁
2003年 跳槽至摩根大通任中國區主席
2010年 獲委任為港交所行政總裁

製表：記者 馬翠媚

港交所行政總裁（CEO）李小加本月底

離任，港交所14日舉行視像歡送會。李小加

指出，他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未來

十年是中美兩強如何共榮發展的十年”，香港

要在未來十年繼續領跑全球，必須與時俱進。

他認為在這期間香港最能發揮“一國兩制”優

勢，是“兩極”之間不可或缺的紐帶。這些年

港交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連水、換魚，跨界

和體系現代化”，他希望以後衍生品、一級市

場、債務市場的連通範圍更廣，也希望吸引更

多國際企業來港上市，並在世界範圍實現“新

股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 港交所行政總裁
李小加本月底離
任，他對香港未來
的發展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
考玲)過去兩年，香港飽受社
會運動、疫情衝擊，被問及
對香港未來前景有何看法，
李小加稱，對香港未來發展
一點都沒有懷疑，相信香港
未來會更光明，因為內地和
國際都需要香港，假若香港
日後變得不再重要，都只會
是自己一手造成。

李小加續稱，香港經歷
難過的兩年，去追究誰的錯
是沒有意義，因為後果已經
發生，所以現在只能承受及
接受這個後果，不斷問誰的
錯是令我們永遠停留在互相
指摘的過程。他解釋，內地
和國際逐步相連，內地市場
和國際市場並不是完全按照
同樣的方式來做，所以香港
在市場融合過程中將發揮很
大的作用。

捍衛固有定位 便立於不敗
他認為，香港只要能保

持競爭力，就能在內地和國
際市場間發揮作用。李小加
又用圓形來作比喻，因為香
港的定位很清晰，當世界的
圓和內地的圓慢慢疊合，香
港就可以起到作用，他認為
香港只要提高韌性和適應
性，就可永立不敗之地。

未來10年 中美關係有危有機
談及中美兩國衝突，李

小加預計，內地和美國在未
來10年相信會為國際市場帶
來巨大機會或困難，至於是
機會還是困難，則取決於兩
國領導及社會各界。

他又認為，在中美兩國
之間香港也是不可取代的齒
輪，如果他朝有一日，國際
社會不再需要香港，也一定
是其自身原因，但強調對香
港充滿信心，未來10年香港
只會繼續發展，但中間也不
忘要作出新嘗試。

李小加從2010年1月就任至今年年底卸任，任
期11年，是港交所任期最長的CEO，他在歡

送會上用“心想事成”形容過去11年的工作，大部
分事情都是心想事成，個人感到非常高興，談不上
有遺憾。他說：“非常感謝港交所這艘大船和優秀
的同事支持，才能使我大部分想做的事得以完成，
而尚未完成的事也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任內帶領上市制度改革
李小加任期內促進“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雙向

開放”，從2014年逐步開通滬港通，深港通帶領香
港資本市場進行近25年來最大的上市改革，允許非
傳統股權架構的新經濟公司和尚無營業收入的生物
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上月港交所再推IPO制度全面
現代化改革。李小加表示，香港要在未來十年繼續
領跑全球，必須與時俱進。

他進一步解釋，雖然上市改革已經完成，但未

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包括將世界級的企業引
到香港市場上市。他稱目前香港市場有來自內地的
北水，也有來自國際市場的資金，內地與國際市場
的“水”已匯集在香港，不過香港這個水塘仍局限
於來自內地的大魚，暫時仍未有引入到來自世界級
的大魚。李小加同時又期望，港交所能否將水也流
到中小企業，形成小水、細水去協助中小企。

要實現世界範圍新股通
對於香港交易所的發展方向，他表示，人民幣

國際化是大勢所趨，香港是實現的最佳地點，這需
要從兩個大方向慢慢來做：第一是自上到下的政策
突破，第二是相關產品和實際使用需求。現在兩者
已經達到了良性互動的關係。他希望以後世界範圍
的“新股通”可以在港交所實現。“這些年港交所
最重要工作就是‘連水、換魚，跨界和體系現代
化’，接下來每一項還有更多深入的工作要做。”

李小加說，希望以後衍生品、一級市場、債務市場
的連通範圍更廣，也希望吸引更多國際企業來港上
市，“如果這些做成了我會非常高興”。

香港是中美不可或缺的紐帶
“香港的位置很清晰：在中國和世界市場逐漸

重疊、融合中發揮作用。”李小加對香港未來的發
展充滿信心，“未來十年是中美兩強如何共榮發展
的十年”。中美兩種不同的制度和世界觀，不同利
益取向的博弈，會給世界帶來或是機會，或是困
難。香港在這期間最能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我們既是中國人，又是世界人。要動態的看待香
港的角色和作用，香港是‘兩極’之間不可或缺的
紐帶。”他說。

李小加於本月底離任，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
港交所首席營運總監戴志堅會接任成為代理集團行
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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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訊) 根據報載，休士頓多家大型醫
院早已購入新冠病毒的疫苗，準備等待政府一聲
令下，即可全面為優先施打的對象展開注射。針
對最近新冠肺炎COVID-19的發展，美福藥局家
庭藥師呂岳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未滿
一週年。其中感染病毒者已破千萬，因感染病毒
而失去寶貴的性命者逾百萬。在這同時許多科學
家默默的投入研究病毒的起源、感染途徑、疫情
擴散、併發症、對抗病毒的藥物、及疫苗的研發
，不餘遺力。

最近，振奮人心的事莫過於有幾種疫苗陸續
研發成功，並且效果顯著。有如來了一場及時雨
，可望控制目前疫情的擴散。美福藥局(Medx-
Pharmacy)為大家提供關於新冠疫苗方面的最新資
訊。

截至2020年11月4日為止，在美國有四種新
冠病毒疫苗正在進行大規模第三期臨床試驗。目
前，數千名研究参與者正在進行評估試驗性新冠
肺炎疫苗的臨床實驗，提供科學上的數據及其他
資訊，以便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來核定疫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這些臨床試驗準則是依據FDA在2020 年6月
所公布嚴格標準的指導方針文件中，一旦某種疫
苗符合FDA所制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標準，則核
準或授權緊急在美國境內施打疫苗。FDA裁定之
后，免疫執行咨詢委員會（ACIP）將審查所有有
效的數據，然後向管制疾病中心（CDC）制定施

打疫苗的建議。
雖然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成功及

效果顯著，一般民眾仍有些迷惑
或疑慮，管制疾病中心（CDC）
針對這些疑慮作了剖析及完整的
回答。

問題一，臨床試驗結果是否顯
示疫苗是有效的？

答：是。臨床試驗結果提供數
據及資訊有關於疫苗對於感染疾
病預防的有效性及安全性。FDA
進一步評估這些數據加上製造廠
商訊息，來評估疫苗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然後 FDA 才裁定是否核
准或授權在美國境內可緊急施打
。

問題二，施打 COVID-19 疫苗
是否會感染COVID-19?

答：不會。目前美國國內研發
的疫苗皆未使用活性的新冠病毒
。目前有各種不同類型的疫苗正
在研發當中。但是，每種疫苗的
目標一致，教導我們免疫系统如
何辯識和對抗 COVID-19 病毒。
在這過程可能引起一些不適症狀
如發燒，這些症狀是正常的，且

是身體正在產生抗體的反應。
問題三，接種疫苗後，是否會導致 COV-

ID-19檢測呈陽性？
答：不會。新冠病毒檢測測的是受測者當下

是否染病，所以施打疫苗並不會導致呈現陽性。
但對於新冠病毒的抗體檢測卻是有可能呈現陽性
反應，因為那也是我們施打疫苗的主要目的：讓
身體產生抗體來對抗新冠病毒。

問題四，曾經感染COVID-19病患，施打疫
苗仍然有益？

答：由於感染病毒會牽扯到疾病嚴重的風險

性，以及再次感染的可能性。即使之前受過感染
的病患，還是會建議接受接種疫苗。因為每個人
對病毒造成的疾病嚴重程度不同，因此還是會建
議施打疫苗，來降低再次感染的風險。

問題五，接種疫苗是否有助於新冠病毒的預
防？

答：有些病患感染病毒後症狀較輕微，有些
病患出現嚴重的症狀、或甚至死亡。即使你沒有
嚴重的併發症的風險，也無法預測病毒對你的健
康影響為何。當你受感染後，你可能傳播病毒給
親朋好友以及一些周邊的人們。接種疫苗後使你
身體產生免疫力，降低感染病毒的機會，或是減
輕染病後的症狀。

問題六，接種mRNA的疫苗製劑，不會影響
體內遺傳基因DNA?

答：mRNA代表核糖核酸的傳訊息者，可以
簡單描述為用來指示如何制作蛋白質。

mRNA不可能修飾或更改人體DNA的基因。
來自COVID-19疫苗的mRNA不會通過細胞核，
也就是我們DNA儲存的地方。也意味着mRNA不
會影響我們的DNA。

問題七，我們需要施打幾劑疫苗？
答：目前所有 COVID-19 疫苗在美國正在進

行第3期臨床試驗的COVID-19，其中一種疫苗只
需一次注射，其他所有COVID-19疫苗需要注射
两次才能見效。

問題八，接種疫苗時需要佩戴口罩嗎？
答：是。CDC建議，在全球流行病

期間，在外與人接觸時，在醫療機構時
，或接種任何一種疫苗，都必需佩戴口
罩。

問題九，如果我已施打 2 劑疫苗，
我還需要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嗎？

答：需要。雖然專家對COVID-19
疫苗在現實生活中能提供的保護已有更
多了解，但持續使用所有工具如佩戴口
罩遮掩口鼻、勤洗手、以及與他人保持
至少 6 英尺的距離，來防止全球流行病
仍然至關重要。

問題十：美福藥局都在做哪些準備
工作，疫苗一旦開打，馬上可以提供注
射服務給華人社區。

答：美福藥局非常關心民眾的健康
，並願與民眾一起對抗病毒，美福藥局
近日展開一系列的申請動作，從州政府
到聯邦政府，及疫苗及設備經銷商，所
有註冊申請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只
要美福藥局一有疫苗，即可為華人社區
的華人，尤其老人優先注射。

美福藥局將積極努力取得疫苗的發
放，盡量讓每位居民都可施打疫苗，即
日起開放民眾報名登記，您可以發短信
‘VAC’至833-595-0527，表格會自動

發給您。您也可至梨城美福藥局、或中國城美福
保健服務處申請登記，一旦疫苗到位，會儘快通
知大家。

預防勝於治療
注射疫苗不但使身體產生免疫力，也有效降

低感染後的疾病症狀。目前政府對於疫苗的發放
，是以第一線工作人員為優先，如醫療人員、必
須堅守崗位人員如警察、軍人、航空管制人員等
，第二批則是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罹患有慢性疾病
的長者。針對有些長者對疫苗安全性的疑慮，其
實可以自行衡量是否接受疫苗的利與弊，或者可
以與醫療相關人員討論。

以上是美福藥局（MedxPharmacy)美福藥局，
為大家提供的新冠疫苗補充站。之後如有更新疫
苗相關資訊會再為大家補充。資料參考來源www.
cdc.gov。

美福藥局網購平台
美福藥局的網購平台 WWW.PILLBRIGHT.

COM推出多款中成藥上市特價中，加入會員即刻
享受八五折。並提供開始預約報名新冠疫苗接種
注射，可上網 WWW.PILLBRIGHT.COM 登記、
或傳訊息VAC至833-595-0527。
溫馨提醒大家，若有處方藥物可傳真至梨城美福
藥局 281-506-2454，電話：281-506-2553，或洽
中 國 城 美 福 藥 局 保 健 服 務 處 832-949-9460、
832-605-5849。

美福藥局新冠疫苗十問美福藥局新冠疫苗十問

美福藥局 
 
 

Covid Vaccine pre-enrollment form (新冠疫苗提前註冊信息） 

**Please provide your information below and we will call you to arrange appointment time 
when vaccine arrives. All information are confidential.  

（請您填寫一下基本信息。等疫苗一到我們會馬上通知您。所有信息都會保密處理） 

 

Last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Address（家庭住址） 
 

 

Phone number （聯繫電話） 
 

 

Email（電子郵箱) 
 

 

Insurance- optional (保險公司，如無保

險，請填 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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