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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物業延稅交換

Lance Chau
(713)271-9898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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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Easy Mortgage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商家名店

新榮記（WING KEE Restaurant)
經典粵式名菜的總匯
每日放不下的美食欲求
特別推薦﹕
特別推薦
﹕燒鴨 化皮燒豬肉 火蒜龍利球
潮式滷水鴨 法式牛柳粒
潮式滷水豆腐 避風塘炒大蝦
紫金大蝦 鮮蘑菇牛柳粒
地址﹕
地址
﹕6938 Wilcrest Dr. Suite B, Houston TX 77072
電話﹕
電話
﹕281
281-741
741-7118
7118（
（周二公休
周二公休）
）

马上要开课啦!
网络课程

与老师互动，线上实时教学
密集的英语课程
学习英语的七大元素
会话 - 听力 - 拼写 - 写作
单词 - 文法 - 阅读

请致电!

(832) 242-9099

网址:

www.ict.edu/cn/

三个校区:

Southwest Houston
2950 S. Gessner

Located Near Chinatown

North Houston
16801 Greenspoint
Park Drive
Pasadena
213 W. Southmore

綜合經濟
星期三

2021年1月6日

Wednesday, January 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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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落地！
2021 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標準退坡 20%
財政部等四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
進壹步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
貼政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明確，2021 年新能源汽車補貼
標準在 2020 年基礎上退坡 20%。與 2020
年補貼標準從 4 月 23 日起實施，2020 年
4 月 23 日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為過渡期不
同，通知明確 2021 年補貼標準從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且未設過渡期。
2021 年新能源汽車補貼退坡 20%
根據通知要求，2021 年，新能源汽
車補貼標準在 2020 年基礎上退坡 20%。
與 2020 年 4 月 23 日財政部等四部委
聯合發布的《關於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
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相比，兩者
關於補貼退坡標準的要求壹致。2020 年
的通知提出原則上每年補貼規模上限約
200 萬輛。而在新的通知中，這壹數量
要求則未被提及。
通知明確了不同類型、不同領
域車輛產品的補貼標準，為補貼政
策精準執行提供依據。為推動公共
交通等領域車輛電動化，城市公交、
道路客運、出租(含網約車)、環衛、
城市物流配送、郵政快遞、民航機
場以及黨政機關公務領域符合要求
的 車 輛 ， 補 貼 標 準 在 2020 年 基 礎 上
退 坡 10% 。
值得註意的是，通知新增了“為加
快推動公共交通行業轉型升級，地方可
繼續對新能源公交車給予購置補貼”的
內容。

只要符合補貼政策要求均可享受
補貼
近年來，在補貼政策扶優扶強導向
推動下，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水平明顯
進步、產品實用性大幅提升。
為穩定企業研發生產預期，支
持行業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按照保
持 技 術 指 標 總 體 穩 定 要 求 ， 2021 年
購置補貼政策維持動力電池系統能
量密度、續駛裏程、能耗等技術指
標門檻不變。
2021 年新能源汽車將采用新的試驗
方法標準，對部分車輛產品的技術指標
值將造成影響。為保障新老標準平穩過
渡銜接，通知提出，對按照新試驗方法
進行檢測的插電式混合動力(含增程式)
汽車產品，按同等技術難度，合理規定
續駛裏程、能耗等技術指標門檻值要求
。其他新能源汽車在新試驗方法標準下
的技術指標門檻，適用財建〔2020〕86
號文件規定。
通知還明確，新標準發布實施前，
按照老標準進行檢測的產品，只要符合
補貼政策技術門檻要求，均可按規定享
受補貼。
進壹步強化質量監督管理
新能源汽車產品質量和安全關系消
費者切身利益，是新能源汽車產業健康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近年來，我國
新能源汽車產品安全性、可靠性明顯提
高，但安全事故仍有發生，產品安全質

量仍需進壹步提升。
就此，通知提出，落實新能源汽車
生產企業產品質量主體責任，鼓勵企業
積極開展缺陷調查及主動召回。據不完
全統計，2020 年被公開報道的新能源車
起火事件有超過 27 起，隨後相關車企紛
紛展開車輛召回。
如，2020 下半年，威馬汽車曾在
35 天內出現 4 起起火事件。9 月 23 日，
溫州壹輛威馬 EX5 自燃；10 月 5 日，福
建 邵 武 市 壹 輛 停 放 在 路 邊 的 威 馬 EX5
自燃；10 月 13 日淩晨，壹輛威馬 EX5
在充電時發生自燃，車輛燒毀嚴重。
10 月 27 日晚，北京市海澱區北四環力
學所內壹輛威馬電動汽車發生起火事
故。10 月 28 日，威馬汽車宣布了車輛
召回計劃。
但在召回後，威馬的銷量不降反升
。威馬汽車 11 月共銷售 3018 輛，同比增
長 174.6%，今年以來，威馬汽車銷量已
連續 9 個月實現環比上漲。
對於 汽 車 召 回 的 意 義 ， 乘 聯 會 秘
書長崔東樹表示，汽車產品召回是按
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制造商消除其
產品缺陷的過程。這幾年召回事件日
益 頻 繁 ， 說 明 車 企 進 壹步加強了品質
把控，召回制度成為解決汽車產品缺陷
的成熟機制。
通知明確，生產企業安全管理體系
不到位造成重大事故被主管部門行政處
理處罰的，明知產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不
主動召回、造成重大事故的，或者被主
管部門責令召回的，視程度予以暫停或

取消推薦車型目錄、暫緩或取消財政補
貼等措施。
如何執行到位？通知提出，“推動
建立跨部門信息共享和監管機制，強化
對新能源汽車生產、銷售、運營、報廢
等全流程監管，對於起火、重大安全事
故等情況，開展跨部門聯合調查。”
堅決遏制新能源汽車盲目投資亂象
2020 年的新能源車市場並不平靜，
不少未能量產的新能源汽車企業黯然離
場。對於新能源汽車違規建設現象，通
知要求，加強汽車投資項目和生產準入
管理，嚴控增量、優化存量，嚴格執行
新建企業和擴大產能項目等規範要求。
通知強調，加大僵屍企業退出力度
，鼓勵優勢企業兼並重組、做大做強，
堅決遏制新 能 源 汽 車 盲 目 投 資 、 違 規
建設等亂象，推動產業向產能利用充
分、產業基礎紮實、配套體系完善、
競 爭 優 勢 明 顯 的 地 區 和 企 業聚集，不

斷提高產能利用率和產業集中度。“新
能源乘用車、商用車企業單次申報購置
補貼清算車輛數量應分別達到 10000 輛
、1000 輛。”
換句話說，車企新能源乘用車年銷
量需超過壹萬輛，才能及時拿到補貼。
按照 2020 年前 11 個月的銷量排名，國內
造車新勢力中銷量最高的分別是蔚來
(37870 輛)、理想(26498 輛)、小鵬(20586
輛)、威馬(19907 輛)。
但拜騰、博郡、賽麟三家新勢力造
車企業，則未能量產，紛紛身陷資金困
境，黯然退出舞臺。在這些品牌之外，
還有諸多“PPT 造車”的新能源車企業
在苦苦掙紮。
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汽車專家張翔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年銷量沒有
達到壹萬輛，補貼就會延後發放，如果
補貼額度用完就會導致車企不拿或者少
拿補貼。國家也是希望沒有達到規模的
車企自動關門，促進行業良性發展。

中歐投資協定深化經貿合作助力全球復蘇
綜合報導 中歐領導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歐
投資協定談判。中歐投資協定取得重大突破，不僅
將推動雙方經貿合作再上新臺階，也將為全球經濟
復蘇做出重大貢獻。這無疑具有裏程碑意義。
自 2013 年啟動以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已經舉
行了 35 輪，長達 7 年，如今終於完成談判。中歐投
資協定談判成果涵蓋市場準入承諾、公平競爭規則
、可持續發展和爭端解決四方面內容。也就是說，

它將賦予中歐企業更多進入對方市場的機遇，改善
競爭規則，並在公平環境中更好地保護投資者。這
將對中歐這兩大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大有助益。
當下，新冠疫情在世界多地肆虐，給全球經濟
帶來了沈重壓力。在此背景下，中國是唯壹有力控
制疫情並在今年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
歐深化合作對歐盟乃至全世界經濟復蘇有著重要意
義。

此外，今年第三季度，中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
易夥伴，歐盟也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東
盟。在當前形勢下，壹項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贏
的協定，有助於進壹步挖掘雙方巨大的合作潛力。
事實上，中歐投資協定取得如此重大突破，
有著堅實的基礎。應對日益蔓延的單邊主義和保
護主義，中歐都支持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基於規則
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壹直致力於擴大對外開放

，今年年初生效的《外商投資法》就是壹大力證
；而歐盟成員國也對該協定持全面支持的態度。
任何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明白，更多進入中國市場
的機會及其中醞釀的巨大發展機遇，對歐洲企業
而言至關重要。
下壹步，中歐雙方將推動這項協定早日簽署。
而該協定壹旦簽署，也將進壹步證明中國致力於更
高層次對外開放，利人利己利世界。

德州本地新聞

美國麻省總醫院研究團隊破解母親免疫力傳遞機制之謎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疫苗是醫學領域最具突破性的發明之一，
也是目前預防疾病最有效的干預措施之一。在
疫苗尚未發明前，每年有數十萬人因百日咳、
麻疹和流感等疾病喪命。然而，有些疫苗只有
在孩子達到一定年齡後才能接種，因此未接種
疫苗的嬰兒相對更易患病。但是，嬰兒也並非
完全得不到保護：在懷孕期間，母親會通過胎
盤將免疫抗體傳遞給孩子，正是這些抗體構成
了孩子免疫系統的基礎。
儘管母親在懷孕期間能將可有效抵禦麻疹
等疾病的抗體傳遞給胎兒，但針對脊髓灰質炎

等其他嚴重疾病的抗體
傳遞效率則較低。許多
人會在孩子出生後為其
適時地接種疫苗，以提
供更全面的保護。但是
在孩子出生之後和接種
疫苗之前的這段時間，
如何幫助他們抵禦疾病
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由於可能會帶來的健
康風險以及法規的限制
，提前給新生兒接種疫
苗並不可行，但通過給
孕婦接種疫苗從而提高嬰兒免疫力或是一種可
行的方法。
來自美國麻省總醫院、麻省理工學院和哈
佛大學拉根研究所(Ragon Institute)的研究團隊
對母親免疫抗體的選擇和傳遞過程進行了研究
。研究團隊闡明了母親給胎兒傳遞抗體的機制
，這將有助於研發出更為有效的母源性疫苗。
每個人體內都有大約 1032 種抗體，且平均
每天更新一次，它們能夠抵禦多種外來微生物
、病毒和其他有害物質的入侵。為進一步了解

這些抗體的功能和機制，來自拉根研究所的
Galit Alter 博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使用了一種名
為“系統血清學”（Systems Serology）的先進
分析工具，其工作原理類似於面部識別軟件，
可用於識別特定數據集中的模型。研究人員從
母體採集血液樣本後，會使用機器學習算法來
識別樣本數據集中可能對該研究有意義的模型
。
研究結果顯示，胎盤會優先篩選並給胎兒
傳遞能夠激活自然殺傷（NK）細胞的抗體。
NK 細胞與 T、 B 細胞同為淋巴細胞，是先天免
疫系統的關鍵構成元素。該細胞無需抗原預先
致敏即可直接殺傷病毒感染細胞和某些腫瘤細
胞，是新生兒出生後幾天內功能最強大的免疫
細胞之一。
研究人員還發現了似乎能夠調節抗體選擇
的機制，這或可成為研發出更有效母源性疫苗
的關鍵。同時，借助系統血清學繪製的抗體"藍
圖"，將特定的抗體從母體傳遞給胎兒有望成為
現實。
"這是我們首次開始了解免疫系統的真正工
作原理，以及抗體對免疫系統功能的影響。這
項研究讓我們從抗體抵禦疾病的最根本機制出

研究表明：美 已有1/7的新冠感染數
染數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美國
新冠病毒感染數可能是報告病
例數的 4 倍，到 11 月中旬，已
有 1/7 的 美 國 居 民 ， 即 接 近
4690 萬美國人被感染。
醫 學 期 刊 《JAMA Network Open》週二（5 日）發表
的研究表明，截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美國實際感染數應接近
4690 萬例，但美國疾病控制與
預防中心的報告則為月約 1080
萬例。該研究還表明，可能存
在未報告約 35％的新冠死亡病

例。

研究人員在 10 個州以及全
美範圍內進行的一系列調查，
對隨機抽取的血液樣本中是否
存在新冠病毒抗體進行了測試
。他們通過將樣本中的抗體率
與報告的病例數進行比較，以
針對漏報的情況進行調整，得
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美國的
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數的估計
值。
研究人員稱，官方報告的
感染數量與估計的感染數量之

間的差距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
少，這表明在隨後的幾個月中
將有更廣泛的檢測途徑。這項
研究的數據可能有助於監測隨
著感染繼續增加而在群體免疫
方面取得的進展，但是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研究人員寫道：
“即使在對報告不足的情況進
行調整之後，估計的受感染人
口比例與實現群體免疫所需的
感染比例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
距。”

發，去思考如何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研發疫苗。
” Galit Alter 博士說道，“與此同時，'系統血清
學'這項技術也提升了我們的研究能力，有助於
為目前無法預防的疾病開發更有效的藥物和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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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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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個臨床部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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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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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 16 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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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中國

■責任編輯：于大海
■責任編輯：何佩珊
新聞
新聞
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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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眼開放全球觀測申請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 中國開放給全
球科學界大科學
裝置。
裝置
。 圖為首個
全超導“
全超導
“ 人造太
陽”實驗裝置
“EAST
EAST”。
”。
資料圖片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4月1日起可線上辦理 首年國外科學家使用時間佔10%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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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
京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4 日從中

根

共享是科技創新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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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獲悉，世界最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大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被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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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天眼”的 500 米口徑球面射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
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只依靠
觀點 自身力量解決所有創新難
/=
題。作為科技創新不可或
缺的“超級平台”，大科
學裝置的建設和應用更應強化國際合作，
讓更多國家共同參與。
和一般科研儀器設施不同的是，大科
學裝置規模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巨大，
需要多國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術人員聯合
攻關，共同貢獻智慧。在合作過程中，不
同國家的評審程序、國際化的視野和評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估，也使得項目的可行性大大提高，參與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項目人員的能力也會在國際平台上得到鍛
口罩。
口罩
。
網上圖片
煉。此外，不同國家項目及課題小組之間
的競爭，也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動力之一。
與此對比，美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
拒絕了中國參與國際空間站的建設。2011
年，美國又通過了沃爾夫條款，阻礙中國
■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航天界與 NASA 等多家機構合作。因擔心
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他國超越而遏制他國發展，美國不僅損害
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了自身的科研發展，也影響了世界科學的
同學和老師交談。
同學和老師交談
。 網上圖片
進步。
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研究員于
軍，在上世紀90年代參與並促成了中國科
學家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成為
參加該計劃的 6 個國家之一。在于軍看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來，正是以加入該計劃為契機，中國基因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組學開始起步並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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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落實人類共同體宣言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50
近幾年，隨着中國科研實力的不斷增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多
強，中國在大科學裝置領域處於領頭時
其他防疫物資。
期。共享，更是成為中國新時代的一大關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鍵詞，這表明了中國的開放意識和科學自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信，也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風範。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不久前，中國對嫦娥五號帶回來的珍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貴月球土壤就表示外空資源是人類共同的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財富，中國政府願意與國際志同道合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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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和科學家，共享月球樣品。對於2022
年
渡難關。
將完成的空間站計劃，中國也在2019
年公
布了首批國際合作項目。在前言科技領
域，中國不斷落實着“共享”和人類共同
體的宣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微


■ 目前
目前，“
，“中國天眼
中國天眼”
”完成國家驗收以來運行
穩定可靠，
穩定可靠
，已取得發現逾 240 顆脈衝星等系列
重大科學成果。
重大科學成果
。圖為早前專家學者對
圖為早前專家學者對“
“中國天
眼”進行考察
進行考察。
。
資料圖片

電望遠鏡（FAST）將於今年 4 月 1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日正式向世界開放，接受全球科學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家的觀測申請，經評審、遴選確定
美年齡未滿 18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後於 8 月 1 日起分配觀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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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中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位於貴州平塘
觀測時間的10%。消息傳出，中國大量網友紛紛
務副主任、總工程師姜鵬介紹，自今年 4 月 1 日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的“中國天眼”於 2016 年 9 月建成啟用，
點讚“大國風範”，對於國外空間科學界來說，
起，各國科學家可以通過在線方式向中科院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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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調試期；2019年4月通過工藝驗收並向中國
這無疑也是個好消息。“美國天眼”去年12月1
天文台提交觀測申請，申請的項目將交由 FAST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國內天文學家試開放；2020 年 1 月通過國家驗
日倒塌後，全球大型球面射電望遠鏡只剩下“中
科學委員會和時間分配委員會進行評審、提出項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收，正式開放運行。
國天眼”。
目遴選建議，並於8月1日起分配觀測時間。
目前，“中國天眼”完成國家驗收以來運行
“中國天眼”面向全球科學家開放的第一
家長
：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網友點讚
：大國風範
穩定可靠，已取得發現逾 240 顆脈衝星等系列重
年，預計分配給國外科學家的觀測時間約佔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早在“中國天眼”項目
大科學成果，基於 FAST 數據發表的高水平論文
10%。不過，面向全球科學家開放的觀測申請不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成立之初，就確定了“逐步對外開放”的原則，
已達 40 餘篇，並以其當今世界最強靈敏度射電
限於中性氫星系巡天、銀河系偏振巡天、脈衝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為全人類的太空探索作出一份貢獻。在“中國天
望遠鏡的巨大潛力，有望捕捉到宇宙大爆炸時期
測時、快速射電暴觀測等領域。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眼”開放的第一年，國外科學家將被分配到總體
的原初引力波。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將成為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世界巨眼”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月美國媒體獲准進天眼拍攝
中科院院士、FAST 科學委員會主任武向平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2020 年 12 月，中國同意美國的哥倫比亞廣
指出，2021年FAST面向全世界開放，“中國天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播公司（CBS）進入天眼進行拍攝，這是第一家
眼”將成為“世界巨眼”，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
●HI-13串行加速器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進入天眼拍攝的美國媒體。英若明是這次拍攝參
同體的理念。近幾年，中國正在積極探索並推進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首個全超導“人造太陽”實驗裝置“EAST”
觀的記者，他稱，“中國天眼”的核心裝備饋源
重大科學基礎設施面向全球開放共享機制，已有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艙，是真正的掌上明珠。
與國際研究機構實現共享的案例。在合肥的科學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LAMOST望遠鏡
島上，中國的“人造太陽”——“東方超環”面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的最後一絲希望。
望遠鏡靈敏度全球最高
●蘭州重離子研究裝置
向全球
120
多個實驗室開放，超過
50%的提案來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運營和發展中心主任
自外部。設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的國家脈衝強磁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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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 採訪中，FAST
●3D打印機（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王啟明表示，天眼的望遠鏡靈敏度是全球最高
場科學中心，自 2013
年 10 月接受國際評估起，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的，中國願意與全世界的科學家分享望遠鏡，天
就已躋身世界四大脈衝強磁場科學中心行列，並

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共享大科學裝置

中國

●在線同位素分離器（ISOL）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琳

文研究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在這一領域中，無疑
是位於世界前列的，水平不亞於美國。
中科院國家天文台 FAST 運行和發展中心常

■責任編輯：于大海
經濟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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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給全球科學家使用，截至目前，利用這一實
驗條件開展的研究，在《科學》《自然》等國際
頂級刊物發表的論文更是數以百計。

2021年1月5日（星期二）

復甦勢頭持續A股港股開門紅
上升動力足 滬深市場總成交突破萬億元

疫苗取得進展增加了對經濟復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岑
健樂) 2021 年首個交易日，A 股三大指
數造好，帶動港股最多升過 271 點，見
去 年 2 月 20 日 以 來 新 高 。 恒 指 收 報
27,472 點，升 241 點，主板成交大增至
逾1,826億元（港元，下同）。多間大行
上調今年恒指目標至逾 3 萬點，花旗料
恒指 12 個月目標為 30,054 點，而富瑞更
看恒指可至 32,000 點，成為“最牛”的
外資行。

的預期、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復甦勢頭
持續，加上資金流入內地市場、人民
幣兌美元創逾兩年半新高，重重利好
令兩地股市在 2021 年首個交易日同時
紅盤高收。港股恒生指數曾見 27,502
點 的 逾 10 個 月 新 高 ， 收 升 241 點 或
0.89%，成交逾 1,826 億港元；滬深 A
股更火爆，滬綜指收盤站穩 3,500 點大
關，為近兩年新高；創業板指狂飆
3.77%。滬深市場總成交再突破萬億
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2021 年首個交易日，滬深兩市 4 日高開
踏入高走，滬綜指收報3,502點升0.86%，深成
指收報 14,827 點升 2.47%，創業板指報 3,078 點
升3.77%。兩市共成交11,643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去年末最後一個交易日放量逾兩成；
北向資金全天淨流出5.42億元。

疫苗使用 傳統經濟股炒上
新冠疫苗開始使用，令人憧憬經濟進一步
復甦，傳統經濟股向上。升幅榜上，領漲的農
牧飼漁、航天航空板塊升 5%，釀酒板塊整體漲
4%，船舶製造、有色金屬、材料板塊漲超3%。
股王貴州茅台盤中一度突破 2,000 元，最終低收
0.05%報1,997元。
概念股方面，由於國產 Model Y 低價發
售，特斯拉線下線上預訂火爆，刺激A股特斯拉
概念整體飆 5%，寧德時代大漲 15%。中信證券
表示，特斯拉國產 Model Y 價格下調，有望拉
動終端需求大幅提升，疊加歐洲出口需求，產

大行唱好港股 今年最牛見三萬二

■ 港股在今年首個交易日一度升穿 27,500 點，4 日
成交大增至逾1,826億港元。
中通社

■ 滬深兩市
滬深兩市4
4 日高開高走
日高開高走，
，
滬 綜 指 收 報 3,502 點 升
0.86
86%
%，深成指收報 14
14,,827
點升2
點升
2.47
47%
%。
資料圖片

業鏈公司有望顯著受益。

後市看好 滬指年內上望4000
華安證券財富管理中心（上海）副總經
理、首席投資顧問石建軍預計，滬綜指在新的
一年裏很可能就有兩個上升波段：一個是一季
度，另一個很可能是介於三和四季度之間，正
常情況下可以見到 3,600 至 3,700 點，樂觀情況
下後一輪高度可以試探至 4,000 點上方；從空間
上看，創業板指在見到 3,100 至 3,200 點之後，
後一輪高度可以試探 3,500 點。預料新能源、食
品飲料、軍工等將繼續維持熱度；去年遭冷落
的芯片和 5G、及銀行和保險等板塊，一季度將
進入它們的第一上升波。而到了三、四季度，
市場最熱門的板塊恐怕就要讓位予芯片和 5G
了。

今年或打破“牛不過三”宿命
2021 辛丑年肖牛，股市會否“牛年迎牛

A股開門紅部分原因
■ 人民幣匯率走勢強勁
■ 財新中國製造業 PMI 顯著高於榮枯
線，雖有放緩但保持擴張
■ 國產特斯拉低價發售引爆 A 股產業
鏈公司
整理：記者 章蘿蘭
市”？過去逾 20 多年間，滬綜指從未連漲三
年。但海通證券認為，牛市周期除了看時間還
要看空間，本輪牛市相較歷史漲幅不高且節奏
較慢，有望打破“牛不過三”。該機構建議，
春季行情已開始，短期重視低估滯脹的大金
融，全年主線仍是代表轉型升級的科技和內
需。

資金湧入 大市成交逾1826億

富瑞 4 日將恒指年內目標由 30,000
點上調至 32,000 點。富瑞指出，美國貨
幣政策極度寬鬆、中國經濟維持增長和
人民幣呈強，加上恒指改革等，都令該
行看好港股。該行看好中國首季的 GDP
可望按年勁升 18.2%；而人民幣走強令
投資者情緒轉趨樂觀，人民幣升值也令
資金流入香港市場。另外，美國利率料
至 2023 年底前也會維持接近零水平，美
元供應持續按年加速，使香港貨幣供應
M1 按年增加 9 成，港元銀行同業拆息
(HIBOR)也接近歷史低位，反映資金充
裕。
富瑞認為去年港股並未反映上述利
好因素，主因是新股集資額太過龐大、
美國總統大選不明朗、中美角力拖累港
股投資情緒，而今年有關因素已消失或
有機會緩和，加上滙控重啟派息，都有
利恒指重新反映利好消息。
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
部主管黃栢寧也看好內地與香港股市，
恒指 12 個月目標價為 30,054 點，滬深
300 指數目標為 5,525 點。今年的投資主
題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發展內循環
及達至碳中和目標。他表示，國家政策
將為科技、高端工業、互聯網、醫療保
健、清潔能源、電動汽車、5G發展等行
業帶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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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 為德州唯一社區大學有 AI 副學士學位課程
人工智能可助您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 大公司爭著要

(本報休斯頓報導)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簡稱 AI) 能夠識別並
且自動地完成許多日常的工作、以及曠
日耗時的任務，自從新冠疫情發生之後
，人工智能的發展往前又跨一步，重要
性大大地增加，人工智能技術在疫情防
控工作上也成為重要的助手，用突破性
的技術，解決許多人類當前面臨的問題
。許多大公司如微軟、蘋果、亞馬遜、
NASA 和 SpaceX 等公司，對 AI 專家的需
求都非常高。
休斯頓社區大學已經開始人工智能
（AI）應用科學副學士學位課程，成為
德州第一所有此類課程的社區大學。這
項新的 AI 課程，是在 2020 年秋季開始
， 今 年 春 季 學 期 在 HCC Southwest、
HCC Northeast、和 HCC Southeast 都有
在線提供，開放給學生修學，對想要進
入人工智能 (AI) 領域的人無疑是個大好
消息。
AI 課程加速就業的機會
HCC 總校長塞薩爾•馬爾多納多
（Cesar Maldonado）博士說，這一新的
AI 課程是休斯頓社區大學力求引領教育
創新又邁進的一步。他表示：“這是
HCC 不斷採用新技術並緊跟行業不斷
變化的需求的最新措施，提供像 AI 這樣
的創新課程，將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在休

斯頓、德州及其他地區都加速就業的機
會。”
人工智能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平
HCC 西 南 區 校 長 Madeline Burillo-Hopkins 博士表示，新計劃將繼續本
校區制定與 21 世紀技術前景相關的課程
的宗旨。
她說：“人工智能在當今已經改變
了工作場所的許多方面，並將對我們的
經濟和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很
高興為我們的學生取得了這樣的一個飛
躍，將有助於未來將技術推向更高的水
平。”
新課程將為學生提供人工智能最佳
實踐的基礎，HCC 西南校區網絡與電
信計劃協調員 G. Brown 博士說，AAS 的
畢業生可以升讀四年制大學，獲得計算
機科學、網絡安全、或電氣工程學士學
位。
熱門工作市場
布朗博士表示：“由於 AI 專家的嚴
重短缺，許多公司提供了豐厚的薪水。
微軟、蘋果、亞馬遜、NASA 和 SpaceX
等公司，對 AI 專家的需求都很高。”
去年，求職網站將機器學習工程師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列為 25 個最佳
職位的年度清單之首，理由是從 2015 年
到 2018 年，職位發布增加了 344％，年

基本薪水為 146,000 美元。機器學習是
AI 的一種應用。
人工智能專家結合了不同的技術，
使機器能夠以類似人的智能水平來感知
、理解、行動和學習，無論是關閉照明
以節省能源的智能建築，還是機器人學
會自行導航，或是無人駕駛飛機使用計
算機視覺技術避免物體進入。
HCC 的 合 作 夥 伴 MACE Virtual
Labs 的 Josh Bankston 表示，新的 AI 課程
“是 MACE 的勝利”。這家位於休斯頓
的公司與 HCC Southwest 合作，在 2019
年開設了一個虛擬現實實驗室。他表示
：“技術的未來展望、和 HCC 服務的
所有行業的前景，只能從對機器學習和
人工智能等事物的更多理解和整合中受
益。”
詢問註冊請致電 713.718.7631。或
上網 hccs.edu/apply。 歡迎瀏覽 hccs.edu/
ai 了解詳細內容。

2021 年 HCC 春季報名現已開放
HCC 現已開放春季學期註冊，雖
然新冠疫情還在流行，HCC 仍致力於
通過靈活的方式，來提供學生優質的教
育。有在線課程或校園內的面對面課程
，或兩者兼而有之，歡迎立即註冊，千
萬不要耽誤您的學業。HCC 還為您提
供快捷計劃，以幫助您快速獲得認證，
從而盡早找到理想的工作。
課程廣泛
今年春天，HCC 西南校區將提供
更多的學分和持續教育課程，涵蓋高級
製造、信息技術、數字通信、視覺和表
演藝術、商業、健康科學等學科。
對於高中學生，HCC 與當地學區
合作提供雙重學分計劃，使學生在完成
高中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副學士學位的大
學學分。居住在小區內的高中生無需支
付任何學費。
此外，HCC 的“僅花$20 元就能改

變生活”活動，讓符合條件的學生免費
獲得證書，只要付 20 美元的申請處理費
。要註冊，請訪問 hccs.edu/changemylife
有關先進製造的更多詳細信息，請
致電 713.718.7757 或訪問 hccs.edu/manufacturing
要註冊信息技術課程，請致電
713.718.7776 或訪問 hccs.edu/digital
要 註 冊 商 業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5222 或訪問 hccs.edu/business
有關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詳細信息，
請致電 713.718.5628 或訪問 hccs.edu/arts
要註冊健康科學課程，請致電
713.718.7356 或訪問 hccs.edu/business
要 註 冊 其 他 HCC 課 程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訪問 hccs.edu/apply
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致 電
713.718.2000 或 713.718.2277， 或 訪 問
hccs.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