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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生態嬗變 江豚頻現視野
5年逾八千沿江化工企徹底改造 首消除劣Ⅴ類水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央提出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

不搞大開發”戰略決策至今已滿5年，中國國家發改委5日公布數據表示，長江

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過去5年，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業被關

停取締，沿江化工企業關改搬轉（含關閉、改造、搬遷或轉產）超過八千家，

2020年長江流域首次實現消除劣Ⅴ類水體，“十年禁漁”全面實施，生物多樣

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制，有微笑天使之稱的江豚越來越多出現在人們視野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事關發展全局

的重大戰略。2016年1月5日，習近平在重慶
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提出
“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和“共抓
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戰略導向。此後，習
近平先後兩次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
座談會。2020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南京召開
的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提出，長
江經濟帶要成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
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主動脈”、“引
領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力軍”。

提高資源利用率推低碳發展
國家發改委基礎司司長羅國三在5日舉行

的專題發布會上表示，過去長江沿江省市曾過
度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忽視環境容量有限性和
生態承載脆弱性，導致生態環境嚴重透支。過
去五年，沿江省市和有關部門把修復長江生態
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
護發生轉折性變化，兩岸綠色生態廊道逐步形
成。

隨着長江生態修復取得積極進展，下一步
是否將更加強調發展呢？羅國三對此表示，要
繼續把保護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
置，強化國土空間管控和負面清單管理，嚴守

生態紅線，持續開展生態修復和環境污染治理
工程，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全面提
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努
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示範帶。

同時，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暢
通國內大循環，構築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高地，
加快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保護傳
承弘揚長江文化。

倡沿江省市發展新興產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

協調組組長王善成則提出，將推動長江流域以化
工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鼓勵和支持沿江
省市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業、新
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同時加大執法檢查
力度，嚴厲查處肆意破壞環境、偷排直排、非法
捕撈等違法行為，及時向社會公布案件處理結
果，形成有力震懾。

王善成說，目前，個別地方對長江大保護
認識不夠，存在以破壞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謀
取經濟利益的現象，一些企業違法違規超標排
污，同時還存在大量低端落後產能，有的城市
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滯後，污水直排江河，
有的地方長期開採礦產後尾礦庫治理難度大，
一些地方監管有缺陷，企業違法成本低於守法
成本，偷排漏排現象屢禁不止。

依據地表水水域環境功能和保
護目標，中國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
分為五類，類別越高，水質越差。
簡而言之，“劣V類水”就是污染

程度已超過V類的水，如果水質指
標當中有一項達不到五類，那麼整
體水質就要被判為劣五類。

■■《成都商報》

劣V類水

灣區水安全保障將構“四張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粵港澳大

灣區水安全保障規劃》近日由中國水利部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印發。規劃提
出了構建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四張網”——供水
保障網、防洪減災網、全區域綠色生態水網、現
代化智慧監管服務網的主要任務。

規劃提出，到2025年，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能
力進一步增強，珠三角九市初步建成與現代化進
程相適應的水利現代化體系，水安全保障能力達
到國內領先水平。

流域層面加強水資源統一調度
到2035年，珠三角九市水安全保障能力躍

升，水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水平顯著提升，水生
態環境狀況全面改善，防範化解水安全風險能力
明顯增強，防洪保安全、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
態和宜居水環境目標全面實現，水安全保障能力
和智慧化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規劃提出了大灣區水安全保障總體布局。流
域層面，加強西江、北江和東江流域中上游水土
保持和水源涵養，加強流域防洪及水資源統一調
度，強化幹流及重要支流的保護與治理；灣區層
面，形成“一屏、一核、一帶、三廊”水安全保
障總體格局；城市群和城鎮層面，優化提升四個
中心城市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夯實七個重要節點
城市水安全保障基礎，因地制宜提高特色城鎮水
安全保障水平。

規劃提出，構建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四張
網”主要任務：打造一體化高質量的供水保障
網，構築安全可靠的防洪減災網，構建全區域綠
色生態水網和構建現代化的智慧監管服務網。

規劃由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組織編制完成。
水利部珠江委表示，下一步將準確把握大灣區戰略
對水安全保障的總體要求，聚焦補短板、強監管，
扎實做好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各項工作，全面提升大
灣區水安全保障水平，助力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20202020年年““十年禁漁十年禁漁””全面實施全面實施，，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
制制。。圖為早前漁政執法船隊從長江武漢段江面駛過圖為早前漁政執法船隊從長江武漢段江面駛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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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不漏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是抗疫最後一道防

線，但香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接連有

醫院失守，5日瑪嘉烈醫院的感染群組再增4

宗，至今有3名病人及2名醫護確診，感染控制

措施備受關注。香港文匯報記者5日巡察4間公立醫院和3間

私家醫院，發現其中2間公立醫院及3間私家醫院的防疫漏洞

處處。最新爆疫的瑪嘉烈醫院5日未見特別加強防控，院方雖

然叫停探病安排，但記者以訪客身份進入，部分大樓未設體溫

監測，猶如“無掩雞籠”；有職員疑違規身穿工作服，在醫院

咖啡店大快朵頤。有工會指出，公院規定醫護不得身穿制服離

開工作崗位，以免沾有病毒的制服污染其他環境，對香港文匯

報的發現表示詫異。 ■文 / 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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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華醫院不准閒雜人等進
入，速遞員需在院外交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聯合醫院住院病人如需接收家
屬送來的物品，需經地下大堂職
員代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職員穿禁入制服餐廳堂食疑違規職員穿禁入制服餐廳堂食疑違規

■■瑪嘉烈醫院一個出入口
瑪嘉烈醫院一個出入口，，不設不設體溫監測儀體溫監測儀，，市民自由出入市民自由出入。。

■■爆疫的瑪嘉烈醫院爆疫的瑪嘉烈醫院EFEF座日間護理座日間護理
中心內科日間病房中心內科日間病房，，55日保安未見特日保安未見特
別加強別加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一間私家醫院的內科病房在非探
病時間熱鬧如趁墟。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在香港文匯報今次隨機實測中，也有公立醫院的防
疫措施是“滴水不漏”。早前爆過疫情的聯合醫院及廣
華醫院，已加強防疫措施。聯合醫院限制訪客活動範
圍，訪客及家屬不得前往病房樓層，如有物資送予住院
病人，也必須交予職員轉達；廣華醫院最嚴格，訪客一
律不得進入醫院範圍，將訪客“播疫”的風險降至最
低。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公立醫院防控是“可為”，關
鍵是院方有無決心做。

聯合醫院所在的九龍東是爆疫重災區之一，院方已
做好嚴格的防疫措施，無論是新舊兩翼大樓正門，還是
急症室入口，訪客除了要量度體溫外，地下大堂還有職
員提醒訪客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亦有數名身着保護
衣的職員巡視。

聯合派員把守升降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試圖乘搭升降機前往病房樓層，但

發現升降機大堂有職員把守，一旁的通告牌上亦列明
“請出示職員證進入”，沒有員工證的訪客，除非能證
明獲邀請，否則也會被阻止前往病房區域。在升降機大
堂入口的轉角處，院方亦設有“住院病房物品代轉

站”，容許家屬將食品、紙巾等物品交至此處，由院方
職員送至病房。至於各科門診、日間診療中心，除各門
診的掛號處外，其後區域門口均有職員看守，每當發現
閒雜人士，職員就會上前查問。

廣華五人守主樓入口
廣華醫院的防疫管理更加嚴格，以“全封閉式管

理”來形容也不為過。香港文匯報記者首先來到主樓入
口，只見至少5位身着保護衣的職員看守，還未等記者
邁出第二步。一名職員即將記者攔下，並表示“謝絕探
訪！”記者隨即稱想經由此處前往急症室，對方便告知
急症室現時只有大門右側唯一入口，此路不通。

記者即前往急症室大門，還未到達量度體溫處即被
一名職員攔下詢問：“入去做乜？”記者訛稱陪朋友來
看急症，對方即直接詢問病人姓名及求診部門，記者惟
有表示：“朋友未到，想入去等佢”，對方不放行，嚴
厲地表示：“唔該你，出面等。”進入主樓失敗後，記
者轉頭到旁邊的東華三院徐展堂門診大樓，入口處也有
多名職員把關，記者欲再度以等候理由入內仍被拒諸門
外，職員強調：“目前只有求診人士方可入內。”

記者試闖廣華聯合被擋

瑪嘉烈醫院爆發群組感染後，香港文匯報記
者5日到出現確診個案的E、F座日間康復

中心，康復中心地下大堂雖然有護士為訪客探
熱，但沒有要求訪客證明到訪原因，所以記者
仍能輕易地進入。E、F座大樓的通道更是人來
人往，通道內經常聚集大批等待升降機的市民
及醫護，一旦當中有隱形患者，醫護隨時可能
中招，並有機會播疫予住院病人。

瑪嘉烈：救護通道任進出
E、F座雖然有為訪客進行體溫監測，但醫

院並非所有入口設置體溫檢測裝置，例如瑪嘉
烈醫院急症室門診入門檢查亦十分寬鬆，兩個
入口通道，其中一個有指示牌表示“救護車人
員專用通道”，未有探熱或保安把守。記者觀
察期間發現不少普通訪客或病人經此通道出
入，暢通無阻，如有出現發燒症狀患者進入此
通道，醫院或難以監控。

另一個通道則供其他人士使用，雖然有職員
為訪客探熱，但職員查問訪客到訪原因時顯得十
分“求其”，以香港文匯報記者進入時為例，職員
探熱後，猶如自言自語一樣詢問：“探人呀？”未
等記者回覆，該職員轉身就回到原來的工作站。

至於主座大樓設有咖啡店及便利店，客人
絡繹不絕，雖然院方有明確規定只允許職員光
顧醫院食店堂食，但仍有身穿便服、疑似並非
職員的人士在堂食區內進食，更甚的是，食店
外有告示明確規定，嚴禁身穿四種制服的醫護
進入，香港文匯報記者卻發現，店內有一名疑
身穿其中一種被禁制服的醫護堂食，無形中增
加將病毒帶出病房，演變為院內傳播的風險。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公院目前達至高度防疫

級別，照規矩醫護不得身穿
制服離開工作崗位，“怕佢
哋在工作期受感染，衣物可
能沾有病毒，所以一出工
作崗位，就要換套便服，
以免將病毒帶出去。”

另一所公立醫院，威爾
斯親王醫院於門口放置指示
牌，示意不可探病，但香港
文匯報記者進入醫院時未遇
體溫檢測或查問，並且同樣
可以通過升降機，自由前往
各病房樓層，甚至隔離病房外亦可以出入及
逗留而不被過問。

威院：隔離房中門偶開
隔離病房前雖然有職員看守，但有時

他需要離開崗位，並經自動門進入隔離病
房，其間自動門打開數秒時間無人把守，加
上病房門口左右工作間長期保持緊閉，隔離
病房當下猶如對來者“大開中門”。

記者其後試圖搭乘職員升降機在醫院不
同樓層穿梭，同乘升降機的職員亦視若無
睹，並未查問記者去向或來意。

香港醫管局發言人表示，鑑於近日疫情非
常嚴峻，醫管局已提醒公立醫院加強感染控制
安排，包括提醒醫院職員保持警覺，確保病人
及市民遵守感染控制措施。局方呼籲出入醫院
的人士要配合，嚴格遵守相關措施。 醫管局希
望市民可以自律，尊重自己，合力做好防感染
措施。再次提醒公眾，醫院是為病人提供治療
的地方，公眾人士如非必要應避免到臨床區
域，影響醫護工作及增添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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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出入口設有體溫監測

‧醫院餐廳疑似接待非醫護人士

‧疑似身穿“禁服”的職員在醫院餐廳堂食

‧不設探病，但閒雜人士可如常進入

‧訪客自由前往各病房樓層，甚至隔離病房外

‧隔離病房前的保安員離開崗位時，
病房“大開中門”

瑪嘉烈醫院

威爾斯親王
醫院

兩院防疫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巡察的三所私
家醫院，入口處雖然都設置探熱裝
置，但並沒有查問訪客來意，對訪
客登上隔離病房樓層視若無睹。更
甚者，部分私院在非探病時間仍有
大批訪客出入病房，病房大堂走廊
更有家屬長期“打躉”，甚至拉低
口罩、露出鼻子，坐在沙發上呼呼
大睡。

5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於非探病
時間抵達一間私家醫院，發現儘管
升降機由職員人手操作，並且表示
不可直達6樓隔離病房樓層，但記
者搭升降機到5樓，再經樓梯進入
6樓，路過的醫護雖然發現記者
“闖入”，但並沒有阻止。記者亦
發現各病房樓層皆有“閒人”長期
逗留，其間有3名外籍工人在走廊
“細聲講大聲笑”。

花園設餐桌變相堂食
另一私家醫院門口也有探熱，但非探病時間

內仍不乏出入醫院乃至病房的訪客，記者於內科
病房外徘徊亦無人查問，病人家屬“掂行掂過”
紛紛進入病房，深切治療部樓層更有家屬在沙發
上除口罩睡覺。同時，醫院餐廳職員聲稱病人與
訪客不可堂食，但院方可提供二樓平台花園室外
餐桌食用“外賣”，有關安排持續到晚上9時，
變相堂食，違反政府六時禁堂食的防疫規定。

第三間私家醫院，大門口自動體溫監測處有職
員在崗，但只“循例”問記者來意，沒有查證虛實
就讓記者到升降機大堂，在場已有數名探病家屬排
隊等候，記者便站在龍尾等候一同進入。其後記者
繼續尾隨兩名探病家屬到達23樓，見護士為家屬
開門，記者趁機緊跟入內，並直接行往走廊盡頭，
其間有數名醫護人員見到記者，亦無人詢問。記者
還觀察到進入病房區域時，職員並未再次為訪客量
度體溫。

公院無掩雞籠公院無掩雞籠 拒探訪得把口拒探訪得把口
■■瑪嘉烈餐廳不接待出入隔離病房職員和穿制服的瑪嘉烈餐廳不接待出入隔離病房職員和穿制服的
職員職員，，但堂食竟有穿制服的人但堂食竟有穿制服的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自出自入

■ 記者輕易地到伊利沙伯醫院（左圖）、威爾
斯親王醫院（右圖）的隔離病房樓層。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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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大哥大品牌手機被植入
惡意程式，NCC要求儘速補救；台灣大說，
將全面召回進行安全性軟體升級。刑事局今
天表示，詐騙集團疑勾結中國大陸工廠在手
機製程中植入惡意程式，將藉兩岸合作機制
追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今天表示
，日前接獲刑事警察局情資，發現AMAZ-
ING A32手機製程中被暗中植入惡意程式，
民眾購買、使用手機時，詐騙集團可利用該
手機門號向遊戲公司申請遊戲帳號，恐讓不
知情的手機使用者變成詐騙集團的人頭。

台灣大也發布新聞稿說，接獲合作廠商
「力平國際公司」 通知，由其負責生產製造

的Amazing A32手機，因強化資安防護，必
須全面召回進行安全性軟體升級；並承諾將
與 「力平國際公司」 充分合作，全力協助用
戶將手機作業系統升級至最新V2.0版本。

刑事局下午也召開記者會說明，打擊詐
欺犯罪中心副大隊長張文源表示，去年7月
接獲兩件民眾陳情案，他們是因遊戲點數詐

騙案件遭通知，由於兩人年紀分別為50多歲
和70多歲，警方追查發現有異狀，便展開分
析。

張文源說，刑事局去年8月蒐集48件同
類型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其共同特性就是均
為同一廠牌手機，旋即報請橋頭地檢署檢察
官指揮偵辦，並於去年9月將前述兩名被害
者的同款手機送刑事局進行數位鑑識，發現
都被植入惡意程式，後續依相關規定通報
NCC。

他說，被害者手機被植入惡意程式後，
將導引手機將資訊傳到中國大陸詐騙集團，
造成手機使用人成為詐騙人頭戶。

刑事局研判，詐騙集團疑似勾結中國大
陸工廠，在手機製程中伺機植入惡意程式，
讓詐騙集團可遠端竊取手機資訊，進而利用
手機申請遊戲帳號，再以 「假援交」 方式詐
騙被害人，讓警方只能查到人頭手機用戶和
外國IP，現已透過兩岸合作機制追查惡意程
式來源。

台灣大手機資安漏洞 警：兩岸合作機制追查

（中央社）宋姓男子涉嫌暴力討債，檢警
獲報追查，發現宋男另組濫倒廢棄土集團，違
法在苗栗鄉鎮棄置廢土，幾乎將山坡變成台地
。士檢拘捕傳訊宋男等37嫌，今天命宋男以
300萬元交保。

士林地檢署新聞稿指出，全案起於刑事警
察局偵查第四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指稱因債務
問題，遭宋姓男子指示小弟毆打成傷。

案經檢察官指揮警方偵辦，長期蒐證後發
現在苗栗縣經營砂石公司的宋男不只涉嫌暴力

討債，還與多家運輸公司組成濫倒廢棄土的犯
罪集團，在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的
情形下，自民國109年起承攬苗栗縣多處住宅
及廠房興建工程開挖整地的土石方清除處理業
務。

宋姓男子為減省棄土處理費用及賺取差價
，未將建築工地挖除的土石送往合法土資場，
反而指示砂石車司機將土石載往苗栗縣造橋鄉
等多處鄉鎮偏遠地區非法棄置回填。

主任檢察官陳彥章、檢察官劉?甫見時機成

熟，昨天指揮刑事局等單位，會同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前往台北市
、新北市、新竹縣、苗栗縣等24處搜索，扣得
運送聯單、帳冊等事證，拘提及逮捕宋姓男子
等29人，另通知犯罪嫌疑人8人及證人10人到
案說明。

檢警昨天前往棄置廢土現場勘查，赫見宋
姓男子等人大量濫倒廢土，高度達5層樓高，
幾乎將山坡變成台地，若大雨來襲，恐對下方
居民造成生命威脅；檢警初步調查，宋男至少

向苗栗5處工地各收取千萬元的清運費，藉此
獲取不法利益。

檢察官漏夜複訊後，認為宋男涉犯廢棄物
清理法等罪嫌，今天諭知以新台幣300萬元交
保，另有10名被告以5萬元至100萬元不等金
額交保，其餘被告及犯罪嫌疑人則請回，全案
將持續擴大偵辦。

濫倒廢土集團將山坡變台地 士檢拘捕傳訊37嫌

（中央社）地檢署每名觀護人須處理300至400名個案，無
法給予受保護管束人足夠協助，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已爭
取人力，今年起全國增設22名心理處遇師，另新聘12名觀護追
蹤輔導員。

法務部今天下午舉行媒體茶敘，主題為 「打造專業觀護團隊
，建構有溫度的司法保護，防止再犯」 ，觀護人林佳青指出，假
釋犯、緩刑等受保護管束之人，須定期向觀護人報到，由觀護人

評估這些個案狀況，但每名觀護人平均處理300名至400名個案
，分身乏術。

蔡清祥指出，發現目前全國只有2名心理處遇師，人力極度
缺乏，向行政院爭取新增人力獲准，從今年起，每個地檢署都會
配置1名心理處遇師（具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照），新北
、桃園、台中等3個地檢署因為個案需求較大，配置2名。

蔡清祥表示，受保護管束人除了要面對社會適應問題，還要

處理自我心理、生理、家庭及人際關係，為了防止再犯，觀護
人需要從旁適度監督及輔導，透過多元處遇措施，轉介有心理
層面需求者給心理處遇師輔導。

若受保護管束人經濟狀況不佳，或是家裡有問題待處理，經
觀護人訪談時發現，即可轉給社工師處理，今年全國新增12名
觀護追蹤輔導員（具社工師證照）。

此外，依行政院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所揭櫫
之降低毒品新生人口、提升毒品施用者的戒癮比率及多元處遇的
介入，全力打造一個無毒的家園；法務部對於毒品更生人部分，
由更生保護會增設42名毒品個管人員，以個案管理方式，期許
能協助更生人戒癮，避免再犯，協助儘速適應社會。

法務部增設22名心理處遇師 打造專業觀護團隊

罷王領銜人唐平榮說明罷免原因罷王領銜人唐平榮說明罷免原因
桃園市民進黨籍議員王浩宇罷免案桃園市民進黨籍議員王浩宇罷免案66日舉行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日舉行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由罷王領銜人唐平榮由罷王領銜人唐平榮（（前中前中））

說明罷免原因說明罷免原因。。唐平榮表示唐平榮表示，，王浩宇沒有膽接受人民的挑戰王浩宇沒有膽接受人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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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紐交所在當地時間1月4日的晚上發布公告指，紐交
所將不會要求中國三家電訊運營商退市。公告

中，紐交所表示，鑒於與相關監管機構就外國資產控制
辦公室（OFAC）常見問題（FAQS）857進行
了進一步磋商，紐交所監管局不再打算推進與
2020年12月31日宣布的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中國聯通（香港）有
限公司三個發行人有關的退市行動。

公告進一步表示，發行人將繼續在紐交所
上市和交易。紐交所將繼續評估第13959號行
政命令對這些發行人的適用性及其持續上市狀
態。紐交所上周四宣布，因應總統行政指令，
決定從星期三開始，分三日將三大電訊公司除
牌。

港股倒升 成交增至2150億
受撤銷強迫退市決定消息刺激，三家電訊公司股價

5日大反彈，截至收市，中聯通升8.5%、中移動升
5.1%、中電信升3.3% 。同樣被五角大樓列入與中國軍
方有關的中海油股價5日也收回周一部分失地。中聯聯
及中電信5日公告稱，將繼續密切關注相關事項進展。
至於港股，5日曾一度跌322點，午後受撤銷強迫退市決
定消息帶動，轉跌為升，最多曾升217點，收報27,649
點，升177點或0.64%，大市成交擴大至逾2,150億元
（港元，下同），是2020年7月6日之後最多（當日的
成交額達2,507.97億元）。

由於紐交所沒詳細交代徵詢監管部門意見的進一步
內容，市場對其朝令夕改的原因不清不楚，令投資者猜
測這是否僅是紐交所從一開始誤解了行政令，還是與更
廣泛的地緣政治影響有關。在Smartkarma平台發布觀點
的亞洲市場資深獨立分析人士Travis Lundy在推特上表
示，紐交所的朝令夕改，體現了該交易所的考慮不周和
美國財政部的“領導不力”。

基金賣掉股票現需買回來
安山資本資產管理總監Jackson Wong形容紐交所的

轉變“相當出人意料”，他表示，“一些之前基於義務
賣掉這些股票的基金如今還得買回來。”Jefferies Finan-
cial Group Inc.一位分析師稱，紐交所的態度大轉變很
是“奇怪”，那些周一賣掉這些電訊股並紛紛揣測哪家
中國企業可能會被下一個摘牌的投資者，也被紐交所的

態度反轉傷得不輕。
彭博專欄作者Shuli Ren認為，隨着中國本土流動

性和上市條件的改善，紐交所的劇情為中資公司返回中
國提供了更多理由。就像紐約的同行正在暗中摸索中國
的政策一樣，亞洲的交易員也一樣搞不清美國政治的運
作方式，“但是未卜先知的能力看來必不可少，即便是
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關頭。”

或中美緊張關係降溫開端
不過，紐交所此舉則被市場視為中美可能有“有

偈傾”的訊號。安山資本Jackson Wong稱，“有些投
資者開始預計，紐交所停止摘牌的決定可能是中美緊
張關係降溫的開端。”Jefferies分析師在報告中則預
期，取消讓中國三大電訊巨頭退市的計劃後，相信三
大中資電訊運營商可能將不再出現在美國的投資禁令

上，最利好的順序為中電信、中聯通、中移動。事件
同時給了市場對於中國鐵塔和中國通信服務不會進入
禁令名單的信心。

料更多中概股回流港上市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5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紐交所於數日內玩彈弓手，反映其內
部似乎出現問題，“立場轉變之快，實在匪夷所思”。
他也預料紐交所此舉或將促使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上
市，令港交所受惠。不過，他認為5日3大中國電訊商
的股價，已大致反映了紐交所撤銷退市決定的消息，它
們日後的股價走勢，將會由基本因素主導。至於大市表
現方面，他表示隨着近日恒指突破位於約27,000點水平
的橫行區間頂部，短期內恒指將有繼續上升的動力，至
於初步阻力位則在28,000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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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交所戲劇性地於數日內推翻強迫三家中資電訊股退市的決

定。5日稱在得到美國財政部更多的指引後，決定不再計劃對中移

動、中聯通及中電信實施除牌行動，該等股份將繼續在紐交所上

市，並繼續交易。三家電訊公司5日受消息刺激，股價大反彈，其

中中聯通勁升8.5%。外電5日批評紐交所朝令夕改令市場一片混

亂，“體現了該交易所的考慮不周和美國財政部的領導不力”，

今後“未卜先知的能力看來必不可少” ，並認為紐交所

的行為給了中國公司更多撤離理由。

美國打壓
中企部分事件

中國聯通
5日收：4.85港元

▲8.5%
中國移動

5日收：46.1港元
▲5.1%

中國電信
5日收：2.16港元

▲3.3%

■港股5日跌322
點後倒升，大市成
交激增至逾2,150
億港元。 中新社

■紐交所突宣布取
消強迫三家中資電
訊股退市的決定。

三
中
資
電
訊
股
留
低

三
中
資
電
訊
股
留
低

紐
交
所
補
鑊

‧2020年5月 納斯達克對首次公開
發行（IPO）的新限制，要求

IPO集資規模達2,500萬美元（約
1.9億港元）。納市此舉被視為要增

加中企上市難度
‧2020年5月 美國政府要求聯邦退休

儲蓄投資委員會凍結投資計劃，停止對逾40
億美元的中國公司股票的投資

‧2020年12月 美國商務部把中芯國際列入所謂
“黑名單”，令名單內的中企（包括大學等機

構）及中國自然人增至近80個

‧2020年12月 特朗普簽署《外國公司問責法》。法案被指針對中國企
業，除非它們遵守美國的審計標準，否則可遭踢出美國股票市場

‧2020年12月 標普道瓊斯指數宣布剔走“黑名單”的
中企；其他多隻國際指數亦宣布剔走被美列入

制裁名單的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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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恆豐銀行在位於百利大道的總行會議室召開了恆豐銀行在位於百利大道的總行會議室召開了
一年一度的年終總結及策略會議一年一度的年終總結及策略會議，，外州董事及員工以視頻視訊形式出席外州董事及員工以視頻視訊形式出席
會議會議。。遵照歷年傳統遵照歷年傳統，，舉行了每年一次的員工服務貢獻頒獎儀式及聖誕舉行了每年一次的員工服務貢獻頒獎儀式及聖誕
抽獎活動抽獎活動。。經過經過2222年不懈的努力年不懈的努力，，20202020年恆豐銀行總資產突破二十億年恆豐銀行總資產突破二十億
大關大關，，邁入新的里程碑邁入新的里程碑！！ 20202020年恆豐銀行總盈利創出新高年恆豐銀行總盈利創出新高，，是有史以是有史以
來盈利最高的一年來盈利最高的一年！！資產報酬率資產報酬率（（ROAROA））11..4646%%，， 投資報酬率投資報酬率（（ROEROE
））1313..55%%，， 今年的派發股利將達到今年的派發股利將達到$$ 22..5050。。恆豐銀行今年為近恆豐銀行今年為近300300個中小個中小
企業申請企業申請SBASBA提供的提供的PPP LOANPPP LOAN。。為了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為了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吳董吳董
事長宣佈事長宣佈，，經董事會研究通過經董事會研究通過，，20202020年年終獎金為年年終獎金為1212個星期個星期，，為服務為服務
十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2323位員工頒發金牌位員工頒發金牌。。聖誕抽獎活動依然氣氛熱烈聖誕抽獎活動依然氣氛熱烈，， 今年人今年人
人現金獎人現金獎，，共共253253個獎項個獎項，， 最大獎現金最大獎現金$$888888..8888由達拉斯由達拉斯Harry HinesHarry Hines 分分
行員工抽到行員工抽到。。圖為吳文龍董事長為圖為吳文龍董事長為1515年員工發金牌年員工發金牌。。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525日日，，在疫情期間奮力開幕的韓式在疫情期間奮力開幕的韓式Spa WorldSpa World迎來迎來
了了 IntoTheWorld LLCIntoTheWorld LLC 國際培訓中心國際培訓中心 KpopKpop 街舞班國際學員前來街舞班國際學員前來
體驗美國休斯敦凱蒂市盛開的韓式休閒中心體驗美國休斯敦凱蒂市盛開的韓式休閒中心。。圖為圖為CEO LindaCEO Linda
KimKim和部分學生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和部分學生接受美南電視主持人Sky DongSky Dong的電場採訪的電場採訪。。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828日日，，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Alice HsiaoAlice Hsiao蕭老師作蕭老師作
為一線醫護工作者來到為一線醫護工作者來到HEBHEB藥房注射了第一針藥房注射了第一針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
並通過微信發給世界名人網在第一時間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注射並通過微信發給世界名人網在第一時間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注射
反應反應、、點點滴滴分享給讀者和網友們點點滴滴分享給讀者和網友們，，敬請關注敬請關注，，同報平安同報平安！！

全世界疫情肆虐全世界疫情肆虐，，哀鴻遍野哀鴻遍野，，這裡卻有一個清澈純淨的淨土這裡卻有一個清澈純淨的淨土。。 20202020
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年輕的電影人年輕的電影人、、世界名人網影視部主任世界名人網影視部主任Vivianna WangVivianna Wang
帶著夢想和重任走進北極圈帶著夢想和重任走進北極圈，，在冰天雪地裡尋找靈感在冰天雪地裡尋找靈感，，並傳回一組組並傳回一組組
來自北極的天外極光的圖片來自北極的天外極光的圖片。。敬請期待敬請期待！！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3131日中午日中午，，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家長會會長吳瑞婷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家長會會長吳瑞婷Ruiting WuRuiting Wu、、糖糖
城家長會會長陳宇雯城家長會會長陳宇雯Yvonne ChenYvonne Chen聯手聯手SAC SFSAC SF公司董事長公司董事長Mary LiMary Li在休斯敦疫在休斯敦疫
情始終居高不下預警情始終居高不下預警RED LevelRED Level情況下將醫用防護物質和情況下將醫用防護物質和5050套血養檢測儀捐贈套血養檢測儀捐贈
給一線英雄休斯敦警察局西北分局局長給一線英雄休斯敦警察局西北分局局長Nhatthien NguyenNhatthien Nguyen和和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911911
應急中心通訊主任應急中心通訊主任WT LiuWT Liu及警官們及警官們。。圖為接收了這一非常及時的捐贈圖為接收了這一非常及時的捐贈。。

20202020是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的一年是全球被新冠疫情肆虐的一年，，在這艱難的時刻在這艱難的時刻，，
八雅歌舞群於八雅歌舞群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日晚舉辦日晚舉辦20212021年元旦文藝年元旦文藝
晚會晚會，，在有限的條件下在有限的條件下，，為大家帶來節日快樂為大家帶來節日快樂。。主持人主持人
楊賀民和何芙蓉楊賀民和何芙蓉GraceGrace感謝義工們的無私奉獻感謝義工們的無私奉獻！！演員們演員們
的認真表演的認真表演！！群友們的大力支持群友們的大力支持！！全體群友一起鼓起勇全體群友一起鼓起勇
氣氣，，信心百倍地辭舊迎新信心百倍地辭舊迎新，，希望大家度過美好時光希望大家度過美好時光。。

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222日日，，休斯敦市長特納休斯敦市長特納、、Axiom SpaceAxiom Space總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裁兼首席執行官 Michael SuffrediniMichael Suffredini、、休斯頓機場航空休斯頓機場航空
總監總監Mario DiazMario Diaz、、大休斯頓合夥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大休斯頓合夥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鮑勃官鮑勃••哈維哈維（（Bob HarveyBob Harvey）、）、海灣地區休斯頓經濟海灣地區休斯頓經濟
合作組織總裁鮑勃合作組織總裁鮑勃••米切爾米切爾（（Bob MitchellBob Mitchell））在休斯敦在休斯敦
市政府市政府LegacyLegacy廳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廳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宣布美國第宣布美國第1010
個獲得商業許可的休斯頓太空港與全球首個商業太空個獲得商業許可的休斯頓太空港與全球首個商業太空
站建造商站建造商Axiom SpaceAxiom Space計劃建立一個佔地計劃建立一個佔地1414英畝的總英畝的總
部校園部校園，，以培訓環宇航行以培訓環宇航行，，開始生產世界上第一個自開始生產世界上第一個自
由飛行由飛行，，國際可用的私人空間站國際可用的私人空間站Axiom StationAxiom Station，，它將它將
成為低地球軌道人類研究成為低地球軌道人類研究，，製造和商業活動的中央樞製造和商業活動的中央樞
紐紐。。圖為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圖為世界名人網資深副總裁 Chen HuangChen Huang在聖誕在聖誕
樹前採訪休斯敦市長特納樹前採訪休斯敦市長特納。。

美南電視傳媒集團將於美南電視傳媒集團將於20212021 隆重推出一檔最新節目隆重推出一檔最新節目
———子天訪談錄—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SD Talk Show)。。兩位主持大咖董子兩位主持大咖董子
天天(Sky Dong)(Sky Dong)與阮丹尼與阮丹尼(Danny Nguyen)(Danny Nguyen)於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
1515日在美南新聞電視大廳正式簽約日在美南新聞電視大廳正式簽約，，將在將在20212021年強年強
強推出重量級脫口秀強推出重量級脫口秀。。聚焦高端主流聚焦高端主流，，聚集嘉賓要人聚集嘉賓要人
，，將美國第一手資訊以膾炙人口的網紅模式傳播到世將美國第一手資訊以膾炙人口的網紅模式傳播到世
界的每一個角落界的每一個角落，，非常令人期待非常令人期待。。圖為圖為 1212 月月 2727 日日
Sky DongSky Dong來到休斯敦北來到休斯敦北The WoodlandsThe Woodlands拍攝外景拍攝外景。。

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隔空新年詩歌朗誦會（（（（（（（（（（（（（（（（（（（（（（（（（（（（（（（（（（（（（（（（（（（（（（（（（（（（（（（（（（（（（（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會長于同云致詞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會長于同云致詞。。

美南河南同郷會會長楊葆華致詞美南河南同郷會會長楊葆華致詞。。

朗誦會主持人許涓涓朗誦會主持人許涓涓。。她是北美詩歌協會會員她是北美詩歌協會會員，，德州東北同德州東北同
鄕會執行副會長鄕會執行副會長。。也是當晚朗誦詩歌也是當晚朗誦詩歌《《 祈禱祈禱 》》的作者的作者。。

全國著名詩人作家全國著名詩人作家、、著名科普專家郭曰方在開場致詞著名科普專家郭曰方在開場致詞。。

「「北美詩歌協會北美詩歌協會」」會長翟玉熙致詞會長翟玉熙致詞。。

主持人高勇主持人高勇。。他是北美詩歌協會會員他是北美詩歌協會會員、、著名記者經理人著名記者經理人、、
晚會策劃晚會策劃、、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專長聲樂話劇及詩歌朗誦專長聲樂話劇及詩歌朗誦。。

翟玉熙朗誦翟玉熙朗誦「「讀黃河讀黃河」」。。翟玉翟玉
熙是北美詩歌協會會長熙是北美詩歌協會會長。。

河南廣播電台主任播音員姫麗君朗河南廣播電台主任播音員姫麗君朗
誦誦「「走出童年走出童年」」。。

楊復楊復（（右右）、）、趙啟男趙啟男（（左左））朗誦朗誦「「向人生提問向人生提問-- 寄語新年寄語新年」」。。楊復楊復
、、趙啟男是趙啟男是「「北美詩歌協會北美詩歌協會」」藝術指導藝術指導，，「「山東省朗誦藝術家協山東省朗誦藝術家協
會會」」理事理事，，曾獲曾獲《《中華頌中華頌》》經典誦讀大賽總決賽綜合組第一名經典誦讀大賽總決賽綜合組第一名。。

陶真朗誦陶真朗誦：：「「活成一道光活成一道光」」。。陶真是河南廣播電視陶真是河南廣播電視
台主任播音員台主任播音員，，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副會長河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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