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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記者方俊明及中新社

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

鍾南山 22 日在廣州表

示，英國變異的新冠病

毒在毒性、致死率方面

還沒有證據，其是否影

響現有疫苗的有效性仍

需觀察。上海復旦大學

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

任張文宏22日凌晨亦發

布微博表示，英國突變

株並不意外，疫苗接種

有條不紊推進即可。

鍾南山：病毒變異對疫苗影響待觀察
張文宏：英國突變株不意外 接種可有條不紊推進

國家呼吸醫學中心掛牌暨協同醫院合作啟
動大會22日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舉行。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名譽主任、中國工
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活動中表示，日前英國傳出
病毒變異，這種變異對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是否
會影響，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變異對致死率影響尚無研究
鍾南山表示，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病例越來

越多，往後全球抗疫的局勢會越來越分化還是
融合，這是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驗。今年9月就發
現了變異的病毒，但並不是在打完疫苗之後發
現的。日前英國傳出病毒變異增加了70%傳染
率，全世界很多國家禁止英國航班。至於這種
變異對新冠肺炎致死率等方面是否會帶來影
響，目前還沒有具體研究；對於疫苗的有效性
是否會影響，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鍾南山稱，最近廣州舉辦2萬多人的馬拉

松比賽，顯示了廣東、廣州領導和百姓的抗疫
信心。要是明年的春節很有序，又能旅行，那
就很成功了。“我們的工作還要往前走。抗擊
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研究是當務之急；雖然現
在內地疫情防控得好沒有多少病人，但我覺得
我們始終繃緊這根弦，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將配
合國家做好這項工作。”

據了解，新掛牌的國家呼吸醫學中心，是
在呼吸醫學的“醫教研防管”五個領域綜合協
調發展，建設成為全國領先、世界一流的呼吸
醫學高地，包括呼吸系統疑難和危重疾病臨床
診治中心、呼吸生物安全中心、呼吸醫學大數
據與人工智能中心、呼吸醫學教育人才培養中
心、呼吸健康管理與科技創新中心。

單一突變降疫苗效力可能性不大
22日凌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

染科主任張文宏發布微博表示，英國突變株並

不意外，疫苗接種有條不紊推進即可。張文宏
認為，病毒在傳播中不斷出現變異，並出現優
勢株是必然的，是生物進化的自然現象。新冠
病毒是一種RNA病毒，隨着病毒的複製過程自
然地發生突變。成千上萬的突變已經出現，但
只有極少數可能是重要的，並以可察覺的方式
改變病毒。他引述英國新冠研究機構
（COG-UK）科學家Sharon Peacock的話稱，
目前在S蛋白中大約有4,000個突變，突變可用
作病毒的傳播路徑和疫情暴發的監測，和致病
性或者傳播力是否增強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張文宏亦指出，目前疫苗會產生針對S蛋
白許多區域的抗體，一個單一的突變降低疫苗
的效力可能性不大。他說，病毒每天都會發生
突變，隨着時間的推移，會有更多的突變發
生，一旦發現對疫苗無效的變異，那時候可以
很容易地對疫苗進行調整，就像我們在流感疫
苗上做的那樣。

“從12月22日中午開始，
大連市計劃利用3天時間集中組
織開展核酸檢測。”22日傍晚，
大連市衞健委副主任趙連在疫情
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這也

是繼今年“722”疫情後，大連再次在全市範圍
內開展強制性全民核酸檢測，採樣人次預計超過
700萬。今次檢測仍採取“5：1”或“10：1”方
式混檢，市民毋須支付費用。

趙連表示，大連市金普新區、普蘭店區、
大連灣地區正在開展大規模人群核酸檢測篩查
工作。金普新區全員核酸檢測已累計採集人員
125萬人，大連灣地區檢測出結果111,344人
次，普蘭店區檢測出結果60,335人次，均為陰
性。

目前，大連市金普新區光中街道金東路
社區已被劃定為中風險地區，並實施相應管
控措施。金普新區內中小學包括幼兒園全部
停課進行居家學習、培訓機構關停。全區醫
院只開放急診，所有小診所全部關停，並對
藥店嚴格管控。電影院、公共浴室、體育
館、游泳館等公共場所一律關閉，並嚴格消
殺和管控。

採取更為嚴謹“雙採樣”
大連市金普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王傑介紹，

已同步對重點區域的格林小鎮、金潤小區、光
中街道完成兩次全員核酸檢測。22日開始對五
個街道全員進行第二次、對部分重點區域進行
第三次核檢。

22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大連市第五
人民醫院主動進行核酸檢測時發現，相較
此前單一採集口咽拭子或鼻咽拭子，今次
檢測採取了更為嚴謹精準的“雙採樣”。
與此同時，院方針對檢測者是否來自金普
新區中風險地區還進行了嚴格篩查。與全
民免費強制檢測不同，主動核酸檢測所需
費用約在人民幣110元左右，醫療機構將出
具核酸檢測報告。

離連人員需持核檢證明
當日，大連市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總指揮部口岸交通組發布
通知，指該市新冠病毒疫情發展形勢嚴峻，為
更好落實疫情防控各項措施，有效阻止疫情向
大連市以外地區擴散傳播，自22日起非必要
不離連，確需離連人員需持有7日內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截至21日24時，大連市當日新增2例確
診病例和6例無症狀感染者。自本月15日首次
發現無症狀感染者以來，今次疫情已累計報告
5例本地確診病例及12例無症狀感染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大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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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宏說，一旦發現對疫苗無效的變異，那時候可以很容易地對疫苗進行調整。圖為科興新冠疫苗“克爾來
福”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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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責任編輯：凌晨曦

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沒完沒

了，經濟被疫情拖後腳一再“陰乾”，

全港市民最期待的聖誕新年禮物是特區

政府徹底截斷傳播鏈。飽受疫情困擾的

香港社會對全民強制檢測、並配合禁足

令漸有共識。多名醫生及市民 22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均認為，“長痛

不如短痛”，政府應利用聖誕新年假期

經濟活動減慢的時機，推行全民強制檢

測和禁足。有市民更建議特區政府向內

地取經，制定執行細節，讓市民禁足期

間有充足的生活物資和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文森

強檢漸有共識 長痛不如短痛
專家籲聖誕新年推強檢禁足 市民倡向內地取經定執行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四次會議22日起一連
五日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常
委譚耀宗22日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他聯同李慧琼已致函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請求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支持香
港特區的抗疫工作，包括再向
香港派出核酸檢測支援隊，組
建“氣膜火眼實驗室”；請求
中央向香港提供更多新冠疫
苗；同時建議容許已經接種疫
苗、並經醫療單位證明其體內
已產生病毒抗體的香港居民，
前往內地可以豁免14天隔離
檢疫。

譚耀宗表示，他已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
提交信件，以轉交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信件
由譚耀宗和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聯署，他們在信中表示，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
港，單靠特區政府的力量，
難以在短時間內遏止疫情，
故請求中央政府派員支援香
港的抗疫工作。

他們表示，在中央政府
派出核酸檢測支援隊的支持
下，香港8月進行的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取得空前成功，
社會各界自香港第四波疫情
爆發以來均期盼政府推行全
民強制檢測，因此建議中央
再向香港派出核酸檢測支援
隊，組建“氣膜火眼實驗
室”，以提升香港檢測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民建聯最新有
關婦女對自己、對政府及對香港的聖誕願望調查結
果發現，接近六成半受訪婦女希望身體健康，近兩
成期望政府全力抗疫，近一成希望推行強制檢測令
疫情受控。民建聯指出，是次調查反映大部分婦女
的聖誕願望是身體健康，希望疫情盡快過去，並期
望政府全力抗疫，控制疫情，使社會能重啟經濟，
市民回復正常生活。

葛珮帆倡參考內地澳門
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

帆表示，特區政府現時抗疫方法不合時宜，應參考
內地及澳門的成功例子，持開放態度推行全民檢
測，以盡早達到通關及重啟經濟的目標。民建聯婦
女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李家良亦指，政府應制定清晰
指引及加強檢測工作效率，避免再有密切接觸者在
家等候送往檢疫期間離世的個案發生。

民建聯提出若干建議，包括加強支援受影響

行業及人士，考慮提供一次性資助予受檢疫的僱
主或僱員，及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民建聯
認為，政府應盡早籌備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及推行
全民檢測，必要時應向中央政府提出請求派發支
援隊，加大香港的檢測能力。

麥美娟批防疫見步行步
另外，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22日批評政

府堅持不肯做全民強制檢測，防疫安排亦有錯漏，
又指政府無抗疫計劃和指標，只是見步行步，不少
市民對政府的抗疫工作感到失望和沮喪。

麥美娟認為，全民檢測加上禁足令，是最有效
控制疫情的方法，海外經驗亦顯示禁足未必對經濟
造成很大影響，強調當局不應排除任何防控方法，
找出適合香港的做法。她批評，政府團隊未能展示
共同抗疫的決心，不同政策局未有預先檢視轄下範
疇會否有機會出現感染群組，亦未有思考如何為抗
疫貢獻出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2日新增十宗
新冠肺炎輸入個案，當中兩人來自英國，其中一人抵
港已12天，在酒店檢疫期間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由於英國發現新冠病毒變種，傳播力大增七成，香港
特區政府隨即禁止過去14天曾在英國逗留超過兩小時
的人士入境。不過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曾祈殷認為，香港防變種病毒輸入的措施仍有漏洞，
因為英國早前已出現變種病毒，部分確診者將病毒帶
到歐洲，香港只對英國“封關”，無法阻截變種病毒
經由歐洲等旅客帶入香港。

專家籲時刻更新入境條例
曾祈殷2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政府不能只關

注英國的情況，因為早前已有英國的變種病毒株在
歐洲其他國家出現，“譬如荷蘭、比利時、法國、
丹麥等。特區政府需時刻更新入境條例，有否需要

限制更多歐洲國家，尤其來自以上國家航機入
境。”他續指，英國設有機制不定時隨機抽取病毒
樣本檢驗，推斷今年9月時當地已發現病毒有基因突
變，因此變種病毒或於9月至11月時已傳入鄰近歐
洲國家，“香港政府唔好大意，要睇緊啲啦。”

政府亦要求由本月2日起從英國到港的人，在酒
店完成14天檢疫後，需再留酒店或回家禁足7天。至
於來自英國以外的旅客，是否要延長檢疫期至21天，
曾祈殷說，有2.5%至5%確診者的潛伏期多於14天，
政府需要考慮在14天至21天這段期間，頻密地為旅
客檢測。他呼籲本月初回港人士減少外出，定時定候
做檢測，了解是否隱形病人。

由英輸個案逾八成無病徵
另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指

出，上月初至本周日，香港共有45宗來自英國的輸
入個案，當中84%患者無病徵，比例偏高，“可以
找回這45宗個案的樣本，全部做基因排序，了解是
否已滲入了英國變種病毒株。”他認為，現時香港
預防外地輸入個案的措施複雜，建議參考澳門做
法，要求所有從海外抵港人士一律接受21天酒店檢
疫，高風險地區人士登機前，則要出示48小時有效
的陰性檢測結果，並相信香港指定檢疫酒店有足夠
房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則指，由英返港人士
有一定風險，應該直接延長酒店檢疫期，而並非容
許他們最後7天檢疫期在家進行。

支持強檢 參考內地
家庭主婦李太：全民

強制檢測和“禁足令”是
相輔相成的措施，故支持

政府同時推行，而推行的力度和細節則應
參考內地政府做法。“禁足令”對大家日
常生活有一定影響，但長痛不如短痛。

疫情嚴重 須作犧牲
退休人士黃伯：全民

強制檢測和“禁足令”兩
者要同時實施，咁樣先可

以截斷隱形傳播鏈。一次過把病源搵出
來，好過日日幾十、百幾個咁發現。我
對“禁足令”初時亦反感，但香港疫情
實在嚴重，個人要作一定的犧牲。

強檢有用 理應贊成
巴士司機任先生：我

雖然沒有參與9月的“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但支持

全民強制檢測。因為第四波疫情似乎較第
三波疫情來得嚴重，與“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參與人數不多有關，如果全民強制
做，咁有用好多，當然會支持。至於“禁
足令”，我較關注禁到什麼程度。

如要封城 周全計劃
梁小姐：如果全面

“封城”，政府夠唔夠人
去管理？夠唔夠人去照顧

所有市民起居飲食？在推之前應該好好
咁考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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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籲政府加快全民檢測

變種毒恐入歐 僅封英存漏洞香港醫學會會董佘達明醫生22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現時社區有太多不明源頭的

個案，不少確診者沒有病徵，22日又
有醫生為病人治療時確診，情況十
分嚴峻，如再持續下去，疫情沒完
沒了，香港的醫療系統勢必被拖
垮，後果將不堪設想。

強檢配合禁足最有效
他強調，進行檢測是截斷病毒傳播鏈的最有效

方法，做得愈多就愈好，如能配合在一段時間內讓
市民停止一切不必要活動，可在短時間內將個案減
至最低，他形容這是“長痛不如短痛”的選項。

民間智庫“香江智匯”會長周伯展醫生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防疫最重要是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惟香港
現時在這兩方面均未到位，不明
源頭個案一直高企，如再不採取
更果斷和嚴厲的做法，後果將令
人極為擔憂。他相信推行全民強制
檢測，加上實施一定程度的禁足令，
將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方法。

他解釋，內地在防疫抗疫方面的工作非常成
功，如早前在青島便曾於5天內為超過1,000萬人
進行病毒檢測，以求截斷病毒傳播鏈，他認為香港
在參考及汲取有關經驗後，也應可做到。而中央政
府也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的抗疫工作，數月前派出核
酸檢測支援隊赴港協助進行普檢的工作亦十分暢
順，效果理想。

他認為，日後若推出全民強制檢測時，應配合
封廈、封區的禁足令，這樣才可徹底截斷傳播鏈，
不再有漏網之魚。他並建議加重對違規者的罰則，
將罰款大幅提升至2萬港元，以起阻嚇作用。

街坊：點解不一次搞掂
市民也漸接受強檢，甚至禁足。家庭主婦李太

表示，全民強制檢測和禁足令是相輔相成的措施，
支持政府同時推行，至於推行力度和細節則應參考
內地政府做法：“內地好多城市都係咁做，我好多
內地嘅親戚家都唔使戴口罩出街，仲成日問我點
解香港搞咁耐都未掂！”

她承認，禁足令確對大家的日常生活有一定影
響，她也會擔心能否外出買菜，但同樣認為“長痛
不如短痛”，並反問說：“唔通家限聚令、6點
後禁堂食就冇影響？點解唔一次過搞掂、清零，咪
可以好似內地咁，恢復正常生活。”

退休人士黃伯亦認同全民強制檢測和禁足令需
同時實施。他續說，自己起初對禁足令反感，但現
時香港疫情嚴重，應聽從政府和醫學專家的建議，
作出個人犧牲，“抗疫係唔可能太自私。”

也有市民關注禁足細節，例如政府是否有人
手照顧所有市民的起居飲食？禁足禁到什麼程
度？哪些商店需要關閉？未能居家進行的工作又
應如何維持？

■ 21日由英抵港乘客在機場接受檢疫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佘達明佘達明

周伯展周伯展

■■ 多位專家倡議盡快推行強制檢測等相應多位專家倡議盡快推行強制檢測等相應
防疫措施防疫措施。。圖為港府為油麗居民提供免圖為港府為油麗居民提供免
費檢測費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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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近日出現本土武漢肺炎個
案，指揮中心昨天要求跨年活動要訂防疫計畫
，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叮嚀人員儘量在家跨年
，嚴格要求所屬機關落實防疫作為。

新聞稿指出，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依照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專業指引，已做好各項
防疫措施，並隨時視疫情狀況採取適當的因應
作為；對於洽公民眾，也要求落實戴口罩、量
體溫等防疫措施。

法務部所屬檢察、調查機關，對於國外入
境的被告或通緝犯，以及檢察官辦理相驗案件
，均依據防疫流程辦理；法醫研究所對於疑似
武漢肺炎相驗案件，應採最高防護標準，穿戴
全身式防護衣等設備進行複驗，並與各地檢署
、疾管署及衛生局等建立橫向聯繫網絡，密切

掌握死者旅遊史及就醫紀錄等，以最高標準辦
理防疫措施。

對違反防疫規定受行政裁罰的民眾，行政
執行機關應迅速依法強制執行，彰顯政府重視
疫情防範及嚴懲違反防疫規定的決心。

矯正機關為防範監所群聚感染風險，除對
新收收容人以分艙分流措施進行管控，另值勤
同仁均著全身防護裝備，以最高防疫規格進行
動線管制辦理新收，以繼續維持監所防疫措施
滴水不漏。

蔡清祥叮嚀法務部全體人員，元旦連假即
將到來，儘量安心在家跨年，若欲參加各項活
動，應確實遵守防疫相關規定，共同守護國人
健康。

再現本土病例 法務部嚴格要求所屬機關落實防疫

（中央社）國內新興精神活性物質遭列管
毒品已有339項，法務部毒審會今天決議增加
299項，分別列為二至四級毒品管制，待後續法
制作業完成，將與日本一樣成為世界列管毒品
最多國家之一。

法務部發布新聞稿指出，打擊毒品犯罪不
僅是與現在的毒品對抗，更要超前部署，阻止
未來可能成為毒品的危害，原毒品列管採單一
物質逐次審議的模式已無法因應新興精神活性
物質快速推陳出新，因此毒品列管審議，這次
採取更積極、一次性列管政策。

新聞稿指出，聯合國被通報的新興精神活

性物質目前有1000多項，而台灣列管毒品僅
339項，為避免因毒品列管期間造成查緝犯罪
的空窗，並與國際毒品情勢接軌，修正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放寬將具有成癮性、濫
用性及社會危害性 「之虞」 的新興精神活性
物質等都可列入審議項目，今年一年經總統
公布已施行。

法務部指出，有關新興精神活性物質，國
外列管而國內未列管，並扣除無標準品可作為
檢驗者，共計337項，經調查局、法醫研究所
、刑事警察局、食藥署所屬鑑驗單位協助蒐集
列管的相關資料，考量毒品列管涉及刑事犯罪

的認定，進行二輪資料審查後，法務部毒品審
議委員會今天進行一次性毒品列管的審議程序
。這次審議337項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是以國
外列管及所造成危害等情形為審議參考，最終
決議299項物質，分別列為第二、三、四級毒
品管制。

其中，吩坦尼類似物的新興精神活性物質
，在歐美國家造成每年數萬人死亡，國內並未
列管，毒審會認為若流入國內造成濫用，危害
性不可想像，經決議將吩坦尼類似物共20項均
列為二級毒品管制，以防範於未然，提早管制
查緝。

新興毒品變化多 增加列管299項物質斷毒流

（中央社）胡姓男子等3人涉嫌蒐集知名豪宅住戶姓名資料
，並偽造高額借據債權共25 億餘元，向地院民事庭聲請支付命
令，再假冒身分向郵差冒領通知郵件，警方獲報逮胡男等人訊後
依法送辦。

台中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隊今天表示，被害人
廖姓男子，今年8月間在網路搜尋與自己相關的司法案件時，意
外發現遭不明對象，在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支付命令案，且該筆債
務高達新台幣5.6億元。

廖男發現有異向法院調閱卷宗，並發現竟另有人假冒他的身

分，向郵差詐領
案件的通知文書
。
警方接獲報案

後，發現歹徒偽
造文書手法老練，且清楚法院程序，經分析後發現48歲胡男涉
嫌重大，今年9月間循線逮捕胡男與同夥共3人。

警方查出，胡男自行蒐集台北市知名豪宅帝寶的住戶居民姓
名資料，先偽造高額借據債權及連帶保證人，再利用向法院民事
庭聲請支付命令流程，唆使宋姓、梁姓等共犯，分別以申辦支付
命令事由，向不同戶政機關調取被害者的詳細身分個資。

接著由共犯持偽造的身分證件，向郵差截收冒領法院通知文
書，意圖瞞天過海騙取法院，以完成開具支付命令的程序。

警方初步清查，胡男等人已分別向台北、士林及台中等地方

法院民事庭，以相同手法偽造債權聲請支付命令程序，被害人有
21人，偽造的債權共計25億6000萬元，且多數被害人均為帝寶
住戶或是高級地段房產所有人。

幸警方及時偵破，尚未有被害人遭強制執行偽造的債權。全
案訊問後，警方將胡男等3人依涉嫌詐欺、偽造文書、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警方說明，若受害民眾於法院審核支付命令程序中，未能得
知案件訊息，且及時向法院民事庭提出異議，經法院開出 「合法
有效」 的支付命令後，可能真的會讓被害人一夕之間從地主變債
務人。

警方呼籲，民眾對於個人資料應妥善保管，如有法院文書應
確實查收求證，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矇騙詐取財物或用於不法
。

偽造25億債權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 3人遭逮送辦

國民黨號召反萊豬國民黨號召反萊豬衛福部衛福部：：應提報防疫計畫應提報防疫計畫
立法院立法院2424日將處理攸關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行政命令及相關法條修正草案日將處理攸關含萊克多巴胺美豬進口行政命令及相關法條修正草案，，國民黨將號召國民黨將號召

群眾上街陳抗群眾上街陳抗，，衛福部次長石崇良衛福部次長石崇良（（圖圖））2323日指出日指出，，只要涉及大型聚會都必須提報防疫計畫只要涉及大型聚會都必須提報防疫計畫，，經經
地方政府審議後才能施行地方政府審議後才能施行。。

2020年12月23日（星期三）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恒指公司為優化恒指提出5大建議
建議
按行業組合挑選成份股，及據
每個行業組合的目標覆蓋率(如
市值、成交額等)來選股
增加成份股數目至65至80隻
取消合資格候選股份的最少上
市時間要求
維持港資在藍籌中要具一定數
量(目前約25隻)

成份股權重上限由10%降至8%

製表：記者 周紹基

原因

可確保市場內主要行業有較平均的代表性，減輕指數比重
過分集中在某些行業

可增加指數整體覆蓋率，使各行業的代表性能達合理水平

可增加選股的靈活性，適時地將具代表性的新股納入恒指

香港公司市值佔比雖逐漸下降，但恒指是港股的主要基
準，故應維持一定程度的香港代表性
不論是現有成份股、同股不同權或第二上市成份股，權重
上限降至8%，降低重磅藍籌的權重，令藍籌組合更多元化

香港恒指公司就優化恒指再提出5項

建議，當中最大的改革建議為將藍籌股數

目由現時的52隻，進一步增至65至80

隻。今次諮詢將於明年1月24日結束，

預計明年2月公布諮詢結果。恒指公司

稱，面對港股市場的急速演化，故正計劃

在5個方面優化恒指的選股準則，包括擴

充指數內行業的代表性、擴大對市場的覆

蓋率、加快大型新股的納入、保持香港公

司的代表性，以及改進成份股的權重比

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恒指大改革藍籌擬增至80隻
5項建議：分12行業選股 大型新股快速納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反壟
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中國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聯合商務部22日召開規範
社區團購秩序行政指導會。會上強調，互
聯網平台企業不得利用數據優勢“殺熟”
（利用所擁有的數據，對老用戶實行價格
歧視），不得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排
除、限制競爭，不得利用技術手段損害競
爭秩序，妨礙其他市場主體正常經營。阿
里巴巴、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及滴
滴六家互聯網平台企業參加會議。

阿里騰訊六企參會
會議還要求上述平台企業嚴格遵守

“九個不得”，包括不得通過低價傾銷、
價格串通、哄抬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
用自主定價權；不得違法達成、實施固定
價格、限制商品生產或銷售數量、分割市
場等任何形式的壟斷協議。此外，亦不得
非法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不得實
施商業混淆、虛假宣傳、商業詆毀等不正
當競爭行為，危害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不
得銷售假冒偽劣商品。

滬深A股指數下跌
至於滬深A股近兩日表現震盪反覆，

早盤走勢平穩，午後煤炭、有色等周期股
成為殺跌主力，大盤單邊下挫。跌幅最深
的創業板指低收2.45%，險守2,800點；
滬綜指報3,356點，跌63點或1.86%，為
近3個月最大單日跌幅；深指報13,882
點，跌252點或1.79%。兩市共成交9,576
億元（人民幣，下同）。

22日能源股領跌，煤炭採選股跌近
5%，券商、有色金屬、貴金屬跌超4%，
保險、鋼鐵、多元金融、珠寶首飾挫近
3%。因應疫情防控，可拋棄式衞生用品
製造商股價大漲。釀酒股塊逆市飆漲超
4%，貴州茅台盤中高見1,899元，收報
1,881元，股價再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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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及騰訊等六家互聯網平台企業參加中國國家
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召開的規範社區團購秩序行政指
導會。 資料圖片

恒指公司建議，按行業的組合(例如將12個行
業、分成6組別)來挑選成份股，並根據每個

行業組合的目標覆蓋率(如市值、成交額等)來選
股，因為以這個方法選股，可確保在港股市場內
的主要行業，都有較平均的代表性。此外，該公
司的模擬計算顯示，若以行業組合來挑選藍籌，
能減輕指數比重過分集中在某些行業的問題。恒
指公司的數據顯示，資訊科技業亦於2019年超越
金融業，成為港股市場中最大的行業。

按行業選股代表性較平均
該公司表示，截至12月4日，在12個行業當

中，電訊業、金融業和資訊科技業在其行業內，
已有逾80%的市值覆蓋率。相反，原材料業、工
業、必需性消費、非必需性消費和醫療保健業，
在其行業內的市值覆蓋率低於40%以下。不平均
的覆蓋率是由於港股各行業內的市值分布存有差
異，也可視為香港市場的一個現象。

假如恒指應用上述的成份股挑選機制，以現
有的52隻成份股數，在代表性上，是不足以達到
一個合適的水平。該公司以模擬計算得出結算，
顯示若成份股數增至65至80隻的話，將可增加指
數整體覆蓋率，以及促使各行業的代表性均能達
到一個合理水平。這也是恒指公司建議增加藍籌

股數目至65至80隻的原因。
諮詢文件又建議，取消合資格的候選成份股

“最少上市時間”要求，因為移除此項要求，可
增加恒指顧問委員會的靈活性，從而更適時地將
具代表性的新股納入恒指內。

藍籌維持港企佔一定數量
恒指公司表示，港股市場在過去15年，經

歷重大的結構性改變。對比2005年，港股總市
值由8.2萬億元（港元，下同），大增至今年的
45.6萬億元，升幅高達458%。當中，內地企業
的市值佔比，從當年的41.6%，提高至今年的
79%。有見及此，恒指公司建議維持被歸類為香
港的公司，需在藍籌中佔一定的數量（目前港資
公司約佔25隻），以此來支持香港公司在指數
中的代表性。

該公司稱，雖然香港公司的市值佔比逐年下

降，但由於恒指是港股市場的主要基準，故恒指
在一定程度上，應維持香港公司的數量。

成份股權重比例劃一8%
諮詢文件又提出將成份股的權重上限，由

10%降至8%，並且劃一現有的成份股與“同股不
同權”股份、第二上市股份的權重上限至8%。該
公司認為，將權重上限降至8%後，能降低大型成
份股的權重，令恒指的成份股組合更多元化。此
外，現行大中華地區第二上市或同股不同權公司
成份股，權重上限為5%，由於預計未來將有更多
公司以此形式上市，故該兩類公司的權重上限，
理應與其他成份股看齊。

若新的權重建議獲落實，騰訊、友邦等權重
達到10%的藍籌，其權重將面臨削弱至8%，反
之，阿里巴巴、美團等第二上市或同股不同權的
巨企，現5%的權重就有望獲提升至8%。

■■ 對 比對 比 20052005
年年，，港股總市港股總市
值由值由 88..22 萬億萬億
港元港元，，大增至大增至
今年的今年的4545..66萬萬
億港元億港元，，升幅升幅
高達高達45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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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周鴻儒先生周鴻儒先生，，19511951 年出年出
生於北京生於北京，，九歲起便在其九歲起便在其
祖父周殿甲的熏陶下習畫祖父周殿甲的熏陶下習畫
，，漸長又得到王羽儀漸長又得到王羽儀、、王王
雪濤雪濤、、秦仲文秦仲文、、謝詩尼等謝詩尼等
著名畫家的悉心指導著名畫家的悉心指導，，並並
與錢容之先生學習中國畫與錢容之先生學習中國畫
鑒賞鑒賞，，積累了豐富的中國積累了豐富的中國
畫知識和畫法畫知識和畫法，，使之得以使之得以
暢遊於浩瀚的中國傳統文暢遊於浩瀚的中國傳統文

化的長河之中化的長河之中。。 19891989年年
周鴻儒先生第壹次來到美周鴻儒先生第壹次來到美
國大峽谷國大峽谷，，立即被那裏原立即被那裏原
始而質樸的自然風光和粗始而質樸的自然風光和粗
狂奇峭的地理風貌所吸引狂奇峭的地理風貌所吸引
，，並產生壹種奇妙的想法並產生壹種奇妙的想法
：：以純粹的中國水墨畫法以純粹的中國水墨畫法
，，描繪美國大峽谷峭麗的描繪美國大峽谷峭麗的
風光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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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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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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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早前的小組討論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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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可能在未來臨更多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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