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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中國經濟成

績單，“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延

續逐月回升態勢，1月至11月民間投資同

比增長0.2%，年內首次轉正。11月，工業

增加值和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速雙雙超

過去年同期。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4個

月下降。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

暉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長有望比三季度繼

續加快，全年中國經濟有望成為世界主要

經濟體當中唯一正增長的經濟體。展望明

年，中國經濟運行有不少有利因素，經濟

逐步向潛在增長水平回歸可能性較大。

前11月民間投資年內首轉正
增0.2% 城鎮調查失業率連降4月至5.2%

11月經濟一大亮點是，以製造業和房地產投資為主體的民間投資實現年內首次轉正，1月
至11月同比增長0.2%，而1月至10月同比下降
0.7%。付凌暉表示，這說明市場性的投資在增加，
市場力量在增強，經濟恢復正在由政策帶動向市場
內生增長轉變。

前11月製造業投資增2.6%
付凌暉還指，當前市場主體活力在增強，市場

主體快速增加，今年以來新增市場主體同比繼續保
持兩位數增長。企業效益也在改善，前10個月，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0.7%，年內首次由
負轉正。企業的市場預期在改善，11月份製造業
PMI為52.1%，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6.4%，
均為年內新高。

從整體投資看，在財政支出加快、製造業企業
利潤持續改善等影響下，1月至11月投資同比增長
2.6%，較1月至10月加快0.8個百分點；製造業投
資明顯反彈，雖然1月至11月累計增速仍為負，但
降幅收窄1.8個百分點至3.5%，此外，基建投資累
計增速連續三個月為正，房地產投資保持6.8%較
快增速。

工業和服務業增長也超預期。數據顯示，11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比10月加
快0.1個百分點，為2019年5月以來最高；服務業
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上升0.6個百分點，為2018

年下半年以來最高。
付凌暉分析，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超過七成

行業實現增長，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
業。服務業8個大類行業中有7個實現增長，從現
代服務業擴展到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說
明經濟恢復面在擴大，平衡性在改善。

城鎮新增就業達全年目標122.1%
經濟復甦帶動就業改善，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

率連續4個月下降至5.2%，比10月下降0.1個百分點，
連續4個月下降，高出上年同期0.1個百分點。就業主
體人群的調查失業率為4.7%，也比10月回落0.1個百
分點。前11個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099萬人，完成
全年目標任務的122.1%。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11月投資

和工業生產增長強勁，單月續創今年最高水平，製
造業投資估算單月增速首次回到兩位數增長，顯示
經濟內生動能修復向好。伴隨工業企業利潤改善、
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增長、企業經營預期向好，後續
製造業投資將延續加快增長。製造業投資改善以及
地產投資連月較高增長，帶動民間投資累計增速轉
正，但仍明顯低於投資總體水平，表明經濟內生動
力有待繼續修復。

2020年即將收官，10月至11月主要經濟數據
持續改善，顯現四季度經濟加速勢頭。11月數據發
布當日，不少市場機構表示四季度經濟增速將超預
期。中金宏觀將四季度GDP增速從5.5%上調至
6.1%，全年增速從2.1%上調至2.2%，並預計2021
年中國經濟增長9%。浙商證券預計四季度經濟增
長有望達到6.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注
重需求側改革”，市場預計推動需求
側改革將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
任務。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
凌暉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需求側
改革是推動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格局
的內在要求。要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的新發展格局，要積極建立完備的
內需體系，離不開擴大國內需求，發
揮消費基礎性作用。

付凌暉進一步說，“只有扭住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推動需求側改革，
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
節，才能形成需求牽引供給，創造需求
與供給的高水平的動態平衡，才有利於
形成新的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的持續健
康發展。”

恢復以升級類消費帶動增長
付凌暉還表示，推動需求側改革，

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當前中國經濟已經
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消費對經濟的帶動
在逐步增強，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構升
級的趨勢非常明顯，但是消費水平和品質
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近年新型消費發展態
勢良好，但在擴大新型消費中間仍有不少
的堵點和難點，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解
決。同時，擴大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完
善消費環境有不少制約因素，也需要通過
改革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從11月看，消費繼續回升，11月
同比增長5%，提升0.7個百分點。付凌
暉分析指，11月限額以上的通信器材類
商品銷售增長40%以上，化妝品類、金
銀珠寶類、體育娛樂用品類增長都在
20%以上，說明消費的帶動作用從前期
以基本生活類消費增長支撐，逐步恢復
到正常的以升級類消費帶動為主。受就
業擴大、企業效益改善、促進消費政策
出台等因素促進，消費持續回升是有基
礎和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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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表示，推動需求側改革，有利於釋放消
費潛力。圖為湖南長沙，市民在實體零售供應鏈
博覽會上挑選商品。 中新社

■■4141個大類工業行業中個大類工業行業中，，超過七成行業實現增長超過七成行業實現增長，，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從裝備製造業擴展到消費品製造
業業。。圖為浙江超安機械有限公司圖為浙江超安機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員用平板電腦掃描條形碼追蹤每個批次零件工作人員用平板電腦掃描條形碼追蹤每個批次零件
的生產軌跡的生產軌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3個年內首次轉正
◆1月至11月民間投資
增長0.2%。

◆1月至 10月全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實
現 利 潤 同 比 增 長
0.7%。

◆1月至10月規模以上
服務業企業營業收入
同比增長0.3%。

三大產業向好
◆全年糧食產量連續六年
超1.34萬億斤。

◆11月規模以上工業增
加值同比增長 7%，
2019 年 5 月以來最
高。

◆11月服務業生產指數同
比增長8%，2018年7
月以來最高。

三大需求回升
◆11月消費同比增長
5%，提高0.7個百
分點。

◆1月至11月固定資
產 投 資 增 長
2.6%，加快0.8個
百分點。

◆11 月進出口同比
增長7.8%。

市場活力增強
◆今年以來新增市場
主體同比繼續保持
兩位數增長。

◆民間投資累計增速
年內首次轉正。

◆製造業和服務業
PMI指數創年內新
高。

就業民生改善
◆城鎮調查失業
率連續4個月
下降，接近上
年同期水平。

◆11月食品價格
轉降，同比下
降2%。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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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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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福州 1例

1111月月2828日日 惠州惠州 11例例

12月1日 深圳 1例

12月2日 惠州 1例

12月2日 深圳 關聯病例1例

12月4日 珠海 1例

12月5日 深圳 1例

12月11日 深圳 1例

12月12日 北京 1例

12月14日 北京 1例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港控疫不力後果嚴峻 市民難免捱貴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李昌鴻

15日，香港運輸署、深圳市口岸辦和
香港跨境運輸業界等有關負責人

在福田口岸落馬洲舉行協商會議，就深圳市
口岸辦公室擬構想對跨境貨車實行單雙號限
行，以嚴控疫情。對此，香港運輸署和跨界
貨車業界人士均表示反對，因為此舉將嚴重
影響跨境物流業務，尤其是目前正處於出口
高峰期，令大量物流公司業務深受衝擊，大
量香港司機收入將大跌，並會紛紛辭職。

運輸業界擔憂步食肆業後塵
香港貨櫃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迪手透

露，為了嚴防疫情，此次深圳市口岸辦公室
計劃出台措施，要求跨境貨車採取單雙號通
行安排，目的是減少50%跨境貨車。最終，
基於多方面的考慮，深圳市口岸辦暫時擱置
單雙號限行的計劃，並要求明年2月10日
後，除鮮活車輛禁行文錦渡以外，其他所有
貨車禁行皇崗和文錦渡口岸。

從事跨境物流運輸的恒峰物流集團總
經理劉明表示，公司有數十位香港司機，
如果推行貨車單雙號限行，公司業務和效
率將暴跌五成，大量香港司機將會辭職，
公司會瀕臨倒閉。他期望跨境司機可以早
日接受新冠疫苗注射。鴻太信物流董事長

李輝表示，貨車單雙號限行是不現實的，
目前的出口高峰將備受衝擊，大量訂單難
以及時出口交付海外客戶手中，將引來大
量投訴和索賠等。

香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副主席謝浪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計劃暫時擱
置，但相信如果香港疫情進一步失控，該計
劃勢在必行。運輸公司老闆會因為新措施而
導致營運成本翻倍，令運輸成本增加。他形
容：“業界到時的情況有如食肆一樣，只能
夠節衣縮食度日。”

他表示，不排除把增加的運輸成本按比
例轉嫁到香港消費者身上，“有些老闆可能
要換架大車載貨，塞多些貨。但每天運貨量
仍會下跌至少兩成，工時減半，成本升一
倍。”他解釋，老闆不會隨便增加運載次
數，“如果走多轉之前已經會做，唔會因為
措施而走多轉，所以都係損失半個月生
意。”

他又指，措施的觸發點是有香港跨境司
機染疫入境內地，使當地多名市民需要檢
疫，部分場所需要關閉，影響當地人生活，
甚至有人“貼大字報”要求禁止香港司機入
境，內地政府需要平衡社會民生而作出限制
措施。他形容，香港不能怪別人，“係香港

在防疫控制上失敗，人哋都要保障自己的市
民，作出防控措施。”他認為，特區政府未
能下防疫決心，一再拒絕實施全民強制檢
測，以及禁足等強硬防疫措施，才使香港疫
情失控，犧牲民生經濟。

萬輛貨車受影響波及各行業
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按深圳政府的計
劃，只有六七百輛運送鮮活食品貨車會獲豁
免於跨境貨車單雙號限行措施，一旦措施最
終落實，香港會有約1萬輛貨車受影響，
“司機現時是多勞多得，他們的收入勢必大
幅減少，而物流公司也難以繼續生存，他們
的單雙號車牌未必平均，運力可能跌超過一
半。”

香港絕大部分的物資供應都是來自內
地，蔣志偉指，跨境貨車單雙號限行所影響
的不單是跨境物流業界，本地其他相關行業
亦會受影響，“內地供港的物資不只是廁紙
等日常用品及需轉口貨物，香港大部分建築
材料，以至建築物預製組件都是從內地運到
香港。”一旦跨境貨車運力減半，其他行業
也可能被迫停工，香港社會將難以正常運
作。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控疫未能做到“清零”，

後果不斷浮現，個案更波及內地，僅第四波疫情以來香

港輸入內地確診及關聯病例至少有10宗。與香港一河

之隔的深圳為嚴控疫情，目前有意對香港跨境貨車實行

“單雙號通行安排”，目的是減少50%跨境貨車車流。

深圳市口岸辦15日下午與香港跨境運輸業界開會聽取

意見，雙方未達成共識，雖然暫時不會落實，但業界相

信香港疫情進一步失控的話，該計劃勢在必行。有香

港跨境貨車司機透露，若推行有關計劃，只有六七百

輛運送鮮活食品貨車獲豁免，除影響司機生計，還會

直接損害供港物流鏈，估計每天跨境運貨量應聲下跌

至少兩成，成本上升一倍，並轉嫁香港消費者，使港

人疫下仍要捱貴貨。業界指出，徹底化解物資危機的唯

一方法是香港以更大力度抗疫，早日實現“零新增”與

“零確診”，才能使深圳安心讓香港司機入境。

司機憂生計
盼早打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北京
市衞健委15日發布消息，北京市在三天內新增
兩例香港輸入病例。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網站
不完全統計，自11月中旬第四波新冠疫情以
來，從香港輸入內地的確診及關聯病例目前至
少有10人，其中確診病例9人，關聯病例1
人，以輸入廣東省病例最多。

輸入廣東個案達六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各省市衞健委網站不

完全統計，11月中旬香港第四波新冠疫情至
今，香港輸入內地病例有增多趨勢，尤其在廣
東省自香港輸入的確診病例多達6人，廣東省
衞健委官網信息顯示，11月28日、12月1日、
12月2日、12月4日、12月5日、12月12日皆
有來自香港的確診病例，其中深圳市3例，惠
州市2例，珠海1例。

另外，12月2日，深圳新增1例與香港輸
入病例關聯的無症狀感染者，係12月1日確診
港籍跨境貨車司機陳某的密切接觸者。

京兩個案搭同一航班
此外，福建省衞健委在11月21日也確診

發現一例香港輸入病例。該病例於11月20日乘
坐航班自香港至福州市，抵達福州後進行核酸
檢測，21日發現檢測結果為陽性。

值得關注的是，在北京發現的最新兩例香
港輸入病例乘坐的是同一趟航班。根據民航局
國際航班熔斷規定，航空公司同一航線航班，
入境後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旅客人數達到5
個的，暫停該公司該航線運行1周；達到10個
的，暫停該公司該航線運行4周。“熔斷”的
航班量不得調整用於其他航線。“熔斷”期結
束後，航空公司方可恢復每周1班航班計劃。

第四波以來 港傳內地9確診1關聯案

��(���
■因香港控疫不力，對深圳防控疫情構
成巨大壓力，深圳目前擬對香港跨境貨
車實行“單雙號通行安排”，以減少病
毒傳播危險。圖為深圳口岸嚴格檢查入
境香港貨車。 資料圖片

■第四波疫情以來，從香港輸入內地的確診及關聯病
例目前至少有10人，其中以輸入廣東省病例最多。圖
為港人在深圳灣口岸過關入深圳。 受訪者提供

深研加碼防輸入深研加碼防輸入 跨境貨車或限行跨境貨車或限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李昌鴻深圳報道）12
月1日，深圳新增一例新冠肺炎輸入病例，是一名深港
跨境貨車司機。為了嚴防嚴控疫情，在12月2日，深圳
市口岸辦發布通知稱，即日加強口岸核酸檢測力度，對
豁免入境隔離的跨境貨車司機，每天首次入境時100%
進行核酸檢測。受此影響，香港司機需要每天排隊檢
測，許多物流公司效率下降兩三成，香港跨境司機收入
也相應下降，大量司機紛紛辭職。

香港貨櫃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迪手表示，今年4月
以來受內地嚴格的防疫措施要求和後續日益收緊的核酸
檢測，有效期由之前72小時改為12月2日起24小時，香
港司機深受疫情檢測排長龍檢測、收入大降等影響，許
多人放棄跨境運輸工作。

香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副主席謝浪表示，特區政
府對全民強制檢測、禁足等措施有所保留，香港抗疫成
功的希望唯有落在疫苗上，他希望政府將跨境貨車司機
列為優先接種疫苗的群組，並安排司機接種國產疫
苗，“其實除了老弱婦孺，跨境司機亦屬於高危人
士，應該優先注射疫苗，而中國疫苗獲內地認可，我
們希望接種後可以免檢疫進入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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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檢廉獲報，台北市公園處花卉
試驗中心宋姓主任被控圖利業者，張姓、黃姓
技工涉收賄。北檢今天指揮廉政署約談7人。公
園處長陳榮興下午到案說明，晚間被列為被告
身分移送複訊。

檢廉調查，依 「台北市市有房地被無權占
用使用補償金計收原則」 ，市府可向市有土地
占用人追索5年不當得利，若占用人依管理機關
所訂期限內騰空返還，可減收補償費。

檢廉查出，北投區湖山段二小段市有土地
遭陽明山國際大旅館無權占用做為停車場，須
支付補償費新台幣130萬元，業者依規定於限
期內返還，僅須繳交約40萬元。不過，國際大
旅館繳交補償費後，宋姓主任被控於今年1月間
仍讓業者繼續占有土地，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
利罪。

另外，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科
張姓、黃姓技工負責路燈會勘、施工、發包、
採購等業務，2人被控於民國108年間收受廠商
賄款或不當利益約10萬元，讓業者施作利潤高
的品項，涉貪污治罪條例收賄罪。

北檢今天指揮廉政署，兵分10路搜索花卉
試驗中心宋姓主任辦公室及張、黃姓技工辦公
處所，以及3家廠商等地。

檢廉並以被告身分傳喚宋姓主任、張姓技
工、黃姓技工及林姓、余姓、楊姓廠商與陳姓
仲介到案；陳榮興下午到廉政署接受訊問，晚
間被以被告身分移送台北地檢署複訊。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指出，已請政
風室協助釐清案情，並靜待司法調查，同仁若
涉不法絕不寬貸。

北市府公務員涉貪案 公園處長列被告移送複訊

（中央社）大法官做出釋字第796號解釋
，宣告撤銷假釋規定部分違憲。法務部長蔡清
祥今天表示，釋憲後已主動審查1013案，釋放
56人，預計明天會完成剩餘的146案審查工作
。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天審查法務部
相關預算，蔡清祥面對立委詢問撤銷假釋程序
時，做出以上表示。

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假釋中因故意更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
定後6月以內，撤銷其假釋。

司法院大法官11月6日做出釋字第796號
解釋，刑法規定假釋中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之罪，不分假釋人是否受緩刑或6月以下徒

刑均撤銷假釋，此範圍內抵觸憲法比例等原則
，即日起失效。法務部隨後開會審查，撤銷部
分回籠受刑人的 「撤銷假釋處分」 。

蔡清祥今天說，釋憲出爐後已主動檢討
1159案，審查完1013案，釋放56人，連同法
院裁定釋放的12人，目前因應釋憲已釋放68人
；法務部已排定明天再開審查會，可望將剩餘
146案處理完畢。

另方面，民進黨立委劉世芳認為，矯正署
編列預算打算到香港考察智慧監獄，但現在關
押在香港監獄的都是國際人權組織在乎的人，
認為矯正署此風不可長；矯正署長黃俊棠則表
示，人權部分絕對不會參考，主要是參考科技
發展。

撤銷假釋規定部分違憲 法務部：已審查1013案
（中央社）台南地檢署偵辦台南市議員蔡育輝涉嫌詐領助理費新台幣10餘萬元，訊後以8萬

元交保；蔡育輝則發表聲明說，絕未貪污，從未將應給付的助理費放進自己口袋。
台南地檢署今天晚間指出，南檢昨天指揮調查局台南市調查處偵辦蔡育輝涉嫌詐領助理費案

，搜索2處，傳訊4人，初估蔡育輝詐領時間達1年，詐領金額10餘萬元。訊後蔡育輝以8萬元交
保，蔡育輝辦公室程姓主任以4萬元交保。

蔡育輝隨即發表聲明說，他從政近20年，從未將應給付的助理費放進自己口袋，甚至還以自
己薪水補貼助理油料及維修費，人事費經常透支，他自信清白從政，絕未貪污。

（中央社）消防署今天指出，全國近5年發生的燃氣熱水器
一氧化碳中毒案共188起，約8成為屋外式熱水器安裝處通風不
良，提醒民眾務必加強檢視、防範，也邀防災大使郭彥均攜手宣
導。

由於今年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案已發生12起，造成1
死42傷，且主因為場所通風不良。近來北台灣濕冷，消防署也

特別於今天舉辦 「1216一氧化
碳預防日」 記者會，邀請郭彥
均演出幽默宣導短劇，提醒民
眾共同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注
意瓦斯使用安全。

消防署統計指出，自民國
104年至108年、近5年發生
的燃氣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案

共188起，造成31死、560傷，經查約8成為屋外式（RF式）
熱水器安裝於通風不良處所造成，約2成則為半密閉強制排氣式
熱水器（FE式）及半密閉自然排氣式熱水器（CF式）未依規定
安裝排氣管等因素。

消防署指出，一氧化碳中毒是可以防範的，提醒民眾務必檢
視燃氣熱水器安裝環境是否通風，若裝在屋內則要有強制排氣功

能，且熱水器應請合格技術士依規定安裝，完工後貼上施工標籤
，以保障安全。

同時，民眾也可利用 「居家瓦斯使用安全檢核表」 進行檢視
。

另因民眾居家常使用瓦斯，消防署也拍攝影片教育民眾如何
「決鬥瓦斯妖怪」 ，若發現瓦斯外洩時，千萬不要開、關任何電
器，應關閉瓦斯桶開關閥，輕緩推開門窗通風，避免產生火花引
燃瓦斯，大量外洩時也應通知當地消防單位協助處理。

消防署提醒，瓦斯桶應直立放置於有遮陽的屋外，並固定防
止傾倒，避免瓦斯氣爆危害；使用燃氣熱水器保持通風，防範一
氧化碳中毒；使用熱水器後若有頭暈
、想吐、四肢無力等症狀，應警覺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請立即
打開窗戶通風，並撥打119求助。

台南市議員蔡育輝涉詐領助理費 8萬元交保

防一氧化碳中毒消防署籲裝熱水器要通風

北市社住長期維護管理精進模式研討會北市社住長期維護管理精進模式研討會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北市長柯文哲（（左左44））1616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出席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出席 「「台北市社會住宅長期維護管理精台北市社會住宅長期維護管理精

進模式研討會進模式研討會」」 ，，致詞後與來賓合影致詞後與來賓合影。。

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

裕，中國人民銀行15日開展9,500億

元（人民幣，下同）中期借貸便利

（MLF）操作，單日投放量創歷史新

高。市場人士分析，央行此舉有意維

穩跨年流動性，利於同業存單利率繼

續回落，從而緩解銀行結構性負債壓

力，但這一舉動亦表明短期全面“降

準”的希望渺茫。周一市場資金面有

趨緊態勢，央行端出超大碗“麻辣

粉”（MLF）後效果立竿見影，除1

個月品種外，當日Shibor（上海銀行

間同業拆放利率）幾乎全線下行。A

股滬指午後跌幅收窄，深成指和創板

指收市更轉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人行創紀錄9500億MLF操作
維穩跨年流動性 短期全面“降準”料渺茫

央行公告稱，9,500億元的MLF操作，包含對12
月7日和16日兩次MLF到期的續做，同時開展

100億元逆回購操作，充分滿足金融機構需求。其
中，MLF操作期限為1年，中標利率為2.95%，與前
次持平；逆回購操作期限為7天，中標利率為2.2%，
亦與前次持平。公開數據顯示，本月MLF兩次到期
量共計6,000億元，央行實現超額續作。

連續5個月MLF超額續作
這也是央行連續第5個月對MLF進行超額續

作。華泰證券固定收益團隊點評報告指出，12月同
業存單到期量高達1.97萬億元，為年內第二大到期高
峰，同時年底商業銀行還面臨結構性存款壓降、監管
指標等壓力。此次MLF超量續做有望進一步緩解銀
行負債端壓力，呵護年底流動性環境。第三季貸款利
率小幅上行苗頭出現，央行超額投放MLF有助於避
免存單利率上行等抬升實體融資成本。

避利率上行增融資成本
央行通過MLF連續超額續作，向市場投放中長

期資金，緩解銀行負債端成本。本月以來Shibor中長
期資金利率連續下行，但臨近繳稅高峰期，短端資金
利率近日又有抬頭之勢。周一Shibor短端品種多數上
漲，隔夜品種上行27.1個基點。在15日巨量操後，
Shibor 幾乎全線下行，隔夜品種跌 29.9 基點報
1.40%，7天品種下行8.1基點報2.06%，14天品種下
行 4.7 基點 2.00%；僅 1個月品種上行 0.3 基點報
2.73%。3個月、6個月、9個月、1年品種則分別下
跌1.7、2.9、3.1、3.1個基點。

路透社指，從央行近期操作來看，對資金面的
態度似乎再次轉暖，但需要意識到是，淨投放增加
的背景是信用風險事件、跨年時點臨近、人民幣強
勢等等。隨着經濟持續企穩向好，在宏觀槓桿率和
資產價格等制約下，貨幣政策的取向仍是中性，只
是節奏相機抉擇，後期結構性政策工具料仍是主
力。

業界料貨幣政策處“觀察期”
2019年1月和2020年的1月，央行均根據當時經

濟走勢及貨幣金融環境，實施全面降準，惟東方金誠

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預計，明年1月央行全面降準的
可能性較小。一方面，近期央行持續通過MLF操作
向銀行體系注入中長期流動性，加之伴隨年底前銀行
完成結構性存款壓降任務，未來一段時間中期市場利
率或將穩中有降，對央行大規模注入中長期流動性需
求相應下降。

另一方面，農曆新年前市場資金面趨緊，央行可
通過加大逆回購操作規模、拉長期限等其它公開市場
操作對沖。最重要的是，全面降準會釋放較為強烈的
貨幣寬鬆信號，與當前經濟形勢及政策目標不相符
合。

“這樣來看，儘管不排除明年1月央行可能實施
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動態考核，部分達標金融機構可享
受一定幅度的存款準備金率優惠，但通過全面降準大
規模釋放中長期資金的可能性不大。”王青指出，考
慮到接下來幾個月政策利率調整的可能性也很小，未
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將持續處於“觀察期”。

短期全面降準或無望，15日盤中在岸人民幣對
美元即期一度跌近 200 點，下午四時半收盤報
6.5446，較前收盤價跌7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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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考玲）憧憬成世紀新股的螞蟻
集團上月中於臨掛牌前夕突然
暫緩上市，該集團董事長井賢
棟15日在出席第4屆中國互聯
網金融論壇時表示，螞蟻一個
多月來在監管的指導下，全力
做好暫緩上市的善後工作，對
照監管部門的要求，“照鏡
子、找不足、做體檢”，積極
配合監管，進一步落實監管要
求。

冀達更高標準更嚴規範
他又指，未來5年螞蟻將

繼續攜手金融機構，通過技術
創新提升效率，進一步降低金
融服務成本，做到既普又惠、
更普更惠。

井賢棟在論壇作“金融
科技的責任與擔當”主題演
講時稱，螞蟻集團全體正在
認真學習“十四五”規劃建
議和中央一系列關於金融安
全和金融穩定發展的政策精
神，深刻認識到維護金融安
全、防範金融風險是金融領
域一切創新和發展的前提，
螞蟻服務眾多消費者和小微
企業，在維護金融安全、防
範金融風險上，更應該提高
安全水位，以更高的標準、
更嚴的規範要求自己。

受到內地加強對互聯網平
台經濟的監管，港股15日表現
反覆，恒指備受科技股拖累向
下，並在26,000點附近徘徊，
最多曾跌 262點，最低曾見
26,127點，收報26,207點，跌
182點，成交額1,440億港元。
內地因對科技股加強反壟斷的
調查及監管，科技股持續受
壓，阿里巴巴、騰訊和美團跌
幅由1.9%至2.9%不等。

對於後市看法，凱基證券亞洲研究部
分析員陳樂怡15日接受訪問時表示，雖然
臨近年尾但未見有基金戶粉飾櫥窗，因為
今年港股都累升不少升幅，加上近期港股
成交額收縮，不排除部分基金會提早收
爐。她又稱，近年港股呈悶局，未有催化
劑刺激股市，加上西方社會疫情未見好
轉，內地又對科技股進行反壟斷法，所以
資金流向半新股炒作，例如京東健康。

螞
蟻
：
未
來
5
年
將
更
普
更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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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由前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林黛嫚教授由前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林黛嫚教授，，上周五上周五（（1212月月1111日日））在華府作家協會在華府作家協會
雲端文學講座上説雲端文學講座上説：：文壇是什麼文壇是什麼？？ 是一個地方是一個地方（（酒場花局酒場花局，，詩席文壇詩席文壇））是是
作家作家、、文藝評論家文藝評論家、、雜誌編輯雜誌編輯、、出版社編輯等職業的從事文學的業界出版社編輯等職業的從事文學的業界。。

紐約作協會長王志榮也攜該社成員合作參與紐約作協會長王志榮也攜該社成員合作參與。。

中央日報文學奬得獎者與主辦單位及評委們合影中央日報文學奬得獎者與主辦單位及評委們合影。。

中央副刊舉中央副刊舉
行行「「香港九香港九
七回歸座談七回歸座談
會會」」。。

這就是編輯台這就是編輯台：：手稿與鉛字手稿與鉛字、、來稿留用匣來稿留用匣。。

琦君和我琦君和我：：
毛線編織杯毛線編織杯
墊墊、、淡水養淡水養
老院老院、、永遠永遠
的童話的童話。。

王洛賓在那遙遠的地方王洛賓在那遙遠的地方。。與詩人周夢蝶在與詩人周夢蝶在「「明星咖啡屋明星咖啡屋 」」喝咖啡喝咖啡 。。

大詩人余光大詩人余光
中的詩也曾中的詩也曾
被代班主編被代班主編
退稿退稿。。

談及和陳之藩的長信談及和陳之藩的長信 ：：成大初見面成大初見面、、推薦推薦
童元方童元方、、聖經紙的長信聖經紙的長信。。

美國官員宣布，一家輪胎公司10多年來逃
避對中國製造的輪胎開進口關稅，執法當局已起
訴涉案的10多人和這家位於德州的公司。

美國司法部表示，聯合調查行動發現，位於
德州休士頓的Winland International/Super Tire
公司與其行政主管， 「共謀規避中國工程用車輛
（OTR）、輕型汽車以及卡車（LVT）輪胎的反
傾銷關稅」 。

司法部在聲明中說，他們涉嫌利用中國製造
商不需關稅的文件，以及偽造發票低報進口輪胎
的價格，以支付較低關稅。

這些輪胎的價值超過2100萬美元，意味美
國短收超過650萬美元的進口關稅。

當局逮捕了列名為輪胎公司董事長和副董事
長的米蘭達．周（Zheng "Miranda" Zhou；音譯

）和布魯斯．劉（Kun "Bruce" Liu；音譯）。
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休士頓國土安全調查
部門官員道森（Mark B. Dawson）說： 「10多
年來，米蘭達．周和其同僚涉嫌取得不公平的競
爭優勢，損害美國企業利益。」

聲明說，當局起訴了另外在逃的6人，他們
大多居住在中國；還有6人面臨民事指控。

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的核心貿易政策是對中國
商品課徵高額關稅，而美國貿易當局長久以來對
低價進入美國市場的中國產品課徵反傾銷稅。

德州南區聯邦檢察官派屈克（Ryan K. Pat-
rick）說： 「中國和中企欲搶奪、複製、取代美
製商品和技術…非法進口並傾銷這些貨物，是系
統性削弱美國競爭對手的方法之一。」

逃漏進口關稅 美起訴德州輪胎公司和逾10人

全美汽車協會(AAA)預計，2020年聖誕節到2021年新年期
間，假期出行人數將比2019年下降三成，不過仍將有超8400萬
美國人踏上走親訪友或旅行度假的路途。

其中，預計有290萬美國人乘飛機出行，比2019年同期減
少59%。而開車出行將成為這個節日季的主流，佔到總出行人
次的96%、達8100萬，將比2019年同期少25%。

在今年感恩節，雖然出行人數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滑，但

仍然創下自疫情以來的最高紀錄
。在感恩節當週週日，美國運輸
安全管理局統計的航空旅客人數突破100萬。

12月早些時候，美國疾控中心(CDC)重申和感恩節時一樣的
出行指引，要求美國民眾避免假期出行，因為全美各地疫情數字
再度攀升。

對於那些仍然決定出行的民眾，CDC建議他們在動身前1至

3天進行檢測，並且在旅行後的3至5天再次進行檢測。旅行後
的7天內減少非必要活動。此外，無論到哪裏旅行，都要戴口罩
。AAA建議民眾查詢目的地和出發地公共健康部門的要求。如
果住旅館酒店，需提前確認它們是否接受非本地居民，以及採取
何種保護措施。如果租車，也可以提前確認車輛是否進行過消毒
清潔。

美機構預測超美機構預測超84008400萬人將在假日季出行萬人將在假日季出行

一場大型冬季暴風雪將襲擊美國中大西洋
州部分地區，新英格蘭地區也將受影響。從南
卡羅來納州到馬薩諸塞州的10州都發布了冬季
風暴預警和天氣警告，受影響最大的城市包括
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
，波及超過6500萬人。

這場暴雪將於當地時間16日清晨在北卡羅
來納州西部開始，並在中午到下午晚些時候移
動到東北部主要都會區。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從16日下午開始，
紐約的降雪量可能達到30至45釐米，不過風
暴路徑的輕微變化可能會使降雪量減少近一半
。

如果紐約市降雪量超過30釐米，將是自
2016年1月曆史性暴風雪以來，該市單場降雪
量最大的一次，甚至打破單月降雪量紀錄。

波士頓位於風暴區最北部，根據風暴軌跡
的不同，降雪量可能會有更劇烈的變化。華盛
頓位於風暴區最南端，降雪量也可能隨進入城
市的暖空氣多少而變化。天氣預報稱，降雪量
可能從薄薄一層到15釐米不等。如果暖空氣混
合進來，華盛頓地區可能會出現雨夾雪和凍雨
天氣。

同樣的暖空氣預計將給弗吉尼亞州中部、
西南部，以及北卡西北部地區帶來冰雪混合的
冬季天氣。

美東部將迎暴風雪影響65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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