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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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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年終酬賓活動

⾵味亞洲
優惠回本券

$25ONLY$10
凡訂購滿$35 即可享有加購價$10

掃描QR CODE
⽴刻訂購亞洲美⻝

KATY ASIAN TOWN

價值超過$500 優質⼤獎等你拿

Katy Asian Town Retail Condominium Association, Inc.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orporation from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are no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nor is the Association liable for the website content, business offerings, or actions of said entities.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日報導
，隨著拜登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46
任總統，拜登隨即發表就職演說。拜登強
調這是美國的一天，民主的一天，歷史與
希望的一天，復興與決心的一天；人民的
意志已被聽到，而且得到重視。他重申，
將帶領美國合一。他表示，就職大典其實
是慶祝民主的勝利，因為人民的聲音已獲
得傾聽。 「今天，我們慶祝的不是候選人
的勝選，而是民主的勝利。因為人民的意
志得到聆聽，民眾的聲音得到關注，儘管
我們再次明白寶貴的民主何其脆弱；但是
，在這個時刻，民主勝利了」 。

同時，他向前任政府表是最大的感謝
，包括 「那些無法出席的人」 。 「我打心
底感謝他們」 ， 「我知道我們憲法的彈性

，我們國家的力量。今天雖然有人不能與
我們同在，但我們向他致敬」 。

他表示，他在宣示過程中，感到神聖
誓言帶來的力量。 「這段誓言最早由華盛
頓宣誓。但美國的命運不是由任何人決定
，而是由所有人。我們將尋求和諧地合一
。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

他強調，他全心全意在此，要將美國
團結合一，將人民與國家緊緊團結。他呼
籲，美國人應該團結起來，克服國家正面
臨的前所未見挑戰。要克服這些挑戰，美
國要恢復靈魂、確保未來；不僅靠言語，
還需要民主。 「團結起來對抗所面臨的敵
人。不論是憤怒、仇恨、極端主義、違法
事件、暴力、疾病、失業與絕望。有了團
結，我們可做偉大而重要的事情」 。

拜登就職演說 矢言國家合一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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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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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的燭光， 代表
四十萬個因新冠病毒失去生命的國人， 在
悲傷的哀樂聲中 聆聽了拜登及賀錦麗的感
人演說 ，他們沉思禱念那些在苦難中的家
庭失去了父母、 祖父母、 兄弟姐妹或自
己的愛人， 這也是拜登昨晚從家鄉德拉瓦
州飛抵華府之後立即參加了感人的追悼會
，賀錦麗在會中表示， 多少個月來， 這
是我們全國國民能夠共同追悼死難同胞的
時刻， 她呼籲大家同舟共濟 ，為國家前
途共同守護和團結在一起。

在重兵及警衛的重重包圍下， 拜登今
天正式登上美國總統之寶座 ，超過三分之
二的全國民眾支持他的新政府入主白宮 ，
在參眾兩院民主黨都佔了多數 ，可謂是民
主黨全面執政的時代己經來臨。

拜登入主白宮， 但是接下來一大堆川
普留下的爛攤子， 其中最緊急的就是新冠
疫情之不斷汜濫， 四十萬人失去生命如何
拯救失控的瘟疫， 是拜登立即要行動的項
目， 包括他誓言每月至少打一百萬支疫苗
， 在一百天內至少有一億人能種上疫苗。

在紓困経濟方案 ，拜登將把一兆九千
億之方案送交國會審查 ，意料會很快通

過 ，新任財長也極力主張加大紓困及國家
基礎建設計劃， 全國刺激経濟復甦。

在外交上， 拜登要立即修復和盟國關
係， 目前被川普打爛了的中美關係， 及
如何對應朝鮮伊朗問題 ，都是新政府之難
題。

國內種族衝突問題 ，拜登在政府閣員
中， 已經任命非裔出任國防部長及許多少
數族裔出掌各大部會， 充分证明他在努力
平衡机會平等的做法。

拜登上任後， 會立即宣布在美國居住
了八年以上的居民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權及
入籍之機會， 這就是美國再次大赦非法居
民 ，並對海外留學生再度放寬來美之限制
。

雖然新政府百廢待舉 ，但是我們應有
充分信心， 大家共同努力， 為國家前途
而奮鬥。

A somber ceremony at the Lincoln Memorial
last night was the first stop for Joe Biden. He
came to Washington to honor the terrible toll
of 400,000 Americans who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COVID-19. The President-elect told
Americans that he shared their grief with his
own understanding that has been deepened
by the loss of his son and his wife and daugh-
ter in a car accident. He said, “It’ s hard
sometimes to remember, but that’s how we
heal and it’s important to do so as a nation.”

400 lights were illuminated along the edges of
the Lincoln Memorial Reflecting pool marking
more than 400,000 Americans who have died
from Covid-19.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also
spoke at the memorial noting that for many
months we have grieved by ourselves. To-
night we grieve and begin healing together.

Today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surrounded by a heavy mili-
tary forc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the current president
was not in attenda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e first thing
on the list is the coronavirus pan-
demic. Biden promised to give a
million vaccine shots every day in
his first one hundred days. He is
expected to sign a series of exec-
utive orders within hours after be-
ing sworn in. Today he also pro-
posed a $1.9 trillion coronavirus
bailout package that would in-
crease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generate a new round of stimulus checks.
Another most visible change is expected to be
a national mask mandate that will be put into
effect initially in locations that the federal gov-
ernment can enforce.

On the immigration issue, Biden will relax trav-
el bans on the largely Muslin population coun-
tries and immediately stop 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wall. He also plans to create a task
force to reunite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who
were separated at the border. He also will
send a bill to Congress to provide a pathway
for citizenship for 11 million undocumented im-
migrants currently living in the U.S.

All of us are so happy that the new day has
arrived. We all should support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that will be working to unite our
country.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0101//2020//20212021

President Biden Opens APresident Biden Opens A
New ChapterNew Chapter

療傷止痛療傷止痛 歷史新頁歷史新頁
拜登在華府重兵駐守中就任新任總統拜登在華府重兵駐守中就任新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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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今天登基上任為美國第四十六任總統
，堪稱為”拜登元年”。

在經過前總統川普四年非典型的領導, 一
再褻瀆總統職位造成美國社會極端不融合後,
拜登上任的新政府充滿了太多的挑戰，全國人
民莫不寄予厚望,所幸拜登在政壇浮沉近半世
紀,他從1972年最年輕的聯邦參議員成為2021
年美國最年老的總統,他經歷了兩次問鼎總統
的挫敗,遭受過妻女車禍身亡以及長子癌症逝
世的悲哀,人世間的悲痛烙印在他心中，如今
新任總統必能以悲天憫人胸襟帶領美國步入正
軌。

拜登上任伊始, 他面對的三大艱鉅問題是:
新冠疫情、民生紓困與族群和諧。雖然這是解
決問題的排列次序, 但我認為族群和諧才是最
核心的問題，如果拜登不能凝聚族裔向心力,
並破除川普所引領的白人優越感,他的施政目
標就很難達成。

拜登關心民瘼, 在尚未入主白宮前就已迫
不及待推出1.9兆美元經濟紓困計畫, 他在上
任第一天就要簽署至少15項行政命令，其中

包括撤銷穆斯林和某些非洲國家的旅行禁令、
解除被驅逐出境與被威脅的“夢想家”孩童、
為1,100萬非法移民提供入籍途徑、停止美墨
邊境圍牆建設、中止川普批准的Keystone XL
管道許可證等,很明顯的，移民改革被列為拜
登優先施政事項。

當然，新冠狀病毒大流行及其對經濟的影
響更是拜登近期緊迫計畫的重點,計畫中既包
括延長對驅逐和學生貸款支付的救濟以及對州
際旅行的強制戴口罩並要求美國人在新政府上
任的前100天內佩戴口罩等等, 可謂鉅細靡遺,
這也顯示了拜登的仁政與恩澤, 他正是美國人
現在最需要的總統,也是8100萬投票給他的選
民最正確的選擇。

雖然這次國會大選民主黨已掌控了參眾兩
院, 但長年擔任參議員,具有豐富立法和外交政
策經驗的拜登,向以建立兩黨聯盟來完成重大
議案而聞名, 所以他的溫和穩健的更適合擔任
這個國家的掌舵人！

拜登已經準備好了, 美國人民有福了!

李著華觀點︰拜登元年-凝聚族裔向心力為當務之急

驚險贏得參議院信任投票 義大利總理孔蒂續執政

在加盟小黨上週因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援助方案意見不同而退出執政聯盟後，義
大利總理孔蒂今天以極小差距在參議院贏得
信任投票，讓他能夠繼續執政。

然而，孔蒂（Giuseppe Conte）未能獲
得絕對多數的支持，這意味他現在領導的政
府居於少數地位，在國家面臨嚴重的緊急狀
態下，將難以執行其政策與計畫。

孔蒂才剛在18日通過眾議院的信任投票

。孔蒂今天在321席的參議院投票中勝出，票
數是156對140，另有16票棄權。

針對外界猜測他可能會在投票結束後辭
職，孔蒂表示，他將尋求國會對他的支持。
同時，孔蒂承諾將致力解決義國衛生與經濟
雙重危機。

他在推特（Twitter）上說： 「義大利沒
有任何1分鐘可以浪費。」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已跟美國輝瑞大藥廠正
式簽約，將在今年內購得可供7200萬人施打的約
1億4400萬劑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政府希
望能在今年上半年前讓大多數日本民眾施打。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本厚生勞動
大臣田村憲久今天宣布，已正式與輝瑞（Pfizer）
簽訂契約，將在今年內購得可供7200萬人施打的
1億4400萬劑輝瑞和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合
作研發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
。田村晚間受訪時說，以疫苗取得日本政府批准
為前提，在今年內獲得大約1億4400萬劑疫苗的
內容，已跟輝瑞正式完成簽約。

田村指出，將會持續跟輝瑞合作，致力讓疫
苗能順利施打， 「已請輝瑞在今年上半年前，能
提供盡量讓多數人施打的疫苗數量」 。

輝瑞藥廠去年12月18日表示，已向厚生勞
動省提出批准申請，並希望能適用大幅簡化審查
的 「特例批准」 。輝瑞是第一家在日本國內提出
批准申請的藥廠。

所謂 「特例批准」 指的是大幅簡化原本需耗
時約一年的醫藥品審查手續，且盡可能早日批准
的制度。

田村當時就表示，日本會在確實檢視資料後
決定該怎麼做， 「因為是最優先課題，將最優先
進行審查」 。

根據過去日媒報導，輝瑞已與厚生勞動省達
成基本協議，到2021年6月底止，將提供日本
6000萬人份的疫苗（每人施打2劑、共1億2000
萬劑）；今天公布的正式簽約疫苗數量，是今年
內取得1億4400萬劑。

日本政府與輝瑞簽約買疫苗 可供7200萬人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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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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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國家緊急狀態延至4月底
眾院批準新防疫法令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通報新增確

診病例 15774 例，累計確診病例已達

2319036例；新增死亡病例507例，累計

死亡病例增至80326例。意大利衛生部長

斯佩蘭紮表示，經政府內閣會議批準，國

家衛生緊急狀態將從1月31日延至4月30

日。

據報道，當地時間13日，意大利衛

生部長斯佩蘭紮向國家眾議院通報了目前

疫情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壹個時期防疫法

令的要點和延長國家衛生緊急狀態的必要

性，並提請眾議院對新防疫法令及延長國

家緊急狀態議案進行審議和表決。

意大利眾議院在投票表決中，以295

票贊成，220票反對，7票棄權，批準了

政府內閣提交的最新防疫法令，及延長國

家緊急狀態議案。新防疫法令將於1月16

日正式開始實施。

根據最新防疫法令規定，未來在法令

規定的時間內，黃色、橙色和紅色疫情低

、中、高風險區，當地時間晚6時以後壹

律禁止顧客到餐廳、酒吧自取外賣，禁止

民眾跨大區及自治省出行。

紅色疫情高風險地區，非工作、健康和

特殊原因，居民禁止外出，民眾外出必須

隨身攜帶自我聲明；酒吧、餐館和商店等

非生活必須經營場所關閉；除幼兒園、小

學、初中壹年級和二年級學生，可以在保

障健康安全的條件下集中授課外，其他年

級的學生均須進行遠程教學。

橙區疫情高風險地區，非工作、健康

和特殊原因，居民禁止跨城市出行；住宅

接待的非同住親友不得超過兩人；酒吧、

餐館等經營場所，允許進行外賣服務。

黃區疫情低風險地區，可在大區內自

由出行，禁止跨越大區旅行；酒吧、餐館

等營業場所，晚6時以前可正常經營，6

時以後只允許提供外賣送餐服務；學校可

保持開放。

新法令引入了白色疫情可控區域，白

色疫情可控區域評定標準，為每10萬居

民感染人數不得超過50人，Rt傳染指數需

小於1。疫情可控區域的民眾，仍需佩戴口

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居民可以跨越大區旅

行，允許零售商店、餐館和酒吧等經營場

所正常經營，健身房、電影院、博物館等

經營場所，可重新開放。希臘仍有7個疫情高風險地區
全國餐飲業遭疫情重創

綜合報導 希臘新冠疫情持續發展，該國衛生部長表示，全國目前

仍有7個疫情高風險地區。另壹方面，疫情對該國餐飲業的沖擊正不斷

顯現，政府或於近期推出新措施支援。

報道稱，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示，希臘的新冠確診病例年齡

中位數為46歲。在過去15天中，35歲至54歲年齡段的新增病例數量有

所增加。他呼籲民眾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此外，他還提到，希臘疫情風險最高的七個地區為：西阿提卡、維

奧蒂亞、萊斯沃斯、卡利姆諾斯、羅多彼、阿爾戈利斯和哈爾基季基。

雅典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兼政府醫學專家委員會成員瑪利亞· 佐利亞表示

，目前尚無證據證明，政府假日期間放寬部分限制措施導致疫情反彈。

她說，“令人欣慰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全國大範圍的確診

病例激增的現象。我們當然希望病例能夠逐步減少，但沒有顯著增加，

已經是壹個非常好的信號。”

另據報道，在希臘零售業即將被解除限制措施時，該國的餐飲業因

持續封鎖，被壹系列危機所威脅。有很多店主因無法履行應盡義務而面

臨被驅逐的危機，數萬人的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

對此，雅典商會會長約翰· 哈齊西奧多西表示，“發展和投資部部

長喬治亞季斯先生已承諾在本月底之前出臺壹系列支持措施。”

世衛統計全球新冠確診超9000萬例
英葡等國新增死亡病例數創新高

世衛組織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北京

時間14日1時51分，全球範圍內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已超9000萬例，達90335008例，累

計死亡1954336例。其中，美國、印度、巴

西的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列前三。

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4日12時

36分，全球確診病例達92313199例，死

亡病例累計1977893例。

當地時間13日，世衛組織衛生緊急

項目負責人邁克爾· 瑞安表示，上周全球

新增確診近500萬例，考慮到病毒傳播

動態，未來疫情形勢可能更為嚴峻。

美洲：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
2300萬例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依然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2300萬例，死亡

病例超過38.4萬例。

數據顯示，2020年11月3日以來，

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連續保持在10萬

例以上。美國累計確診病例於2021年 1

月1日超過2000萬例，從2000萬例增至

2300萬例用時僅12天，平均每4天新增

確診病例100萬例。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

巴西新增確診病例60899例，累計確診

8256536例，累計死亡205964例。另據巴

西媒體13日報道，因罹患新冠肺炎及其

並發癥，巴西中西部戈亞斯州首府戈亞

尼亞市長馬奎托· 維萊拉當天在聖保羅市

壹家醫院去世，享年71歲。

當地時間13日，秘魯衛生部長宣布

，第二波疫情已經到來。秘魯政府同日

宣布，通過國際航班入境秘魯並在利馬

進行強制性隔離的旅客，可以接受額外

的核酸檢測，若檢測結果為陰性，可將

隔離時間減少至6天。

歐洲：英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創
新高

英國政府發布的數據顯示，英國當

天新增確診病例47525例，累計確診病例

3211576例；新增死亡病例1564例，創下

該國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

最高紀錄，累計死亡病例84767例。英國

首相約翰遜當天說，有跡象表明，當前

實施的大範圍“禁足”措施正開始發揮

部分作用。

葡萄牙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過

去24小時，葡萄牙新增確診病例10556

例，新增死亡156例，均創疫情暴發以

來新高。葡萄牙議會當天通過法案，自

15日起將國家緊急狀態再次延長15天。

根據最新官方疫情數據，法國13日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23852 例 ， 累 計 確 診

2830442例，累計死亡69031例。法國衛

生部當天稱，法國已有超過24萬人接種

新冠疫苗。

截至當地時間13日18時20分，德國

累計確診1974308例，治愈1595942例，

死亡44205例。德國聯邦政府當天通過的

新入境法令規定，自14日起，凡來自高

風險地區的人士需提供起飛前48小時內

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入境德國。

俄羅斯防疫指揮部報告，俄較前壹

日新增確診病例 22850 例，累計確診

3471053例，累計死亡63370例，累計治

愈2854088例。

烏克蘭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該

國較前壹日新增確診病例6409例，累計

確診1130839例，累計死亡20214例，累

計治愈826871例。烏衛生部長斯捷潘諾

夫當天表示，烏計劃於2月開始大規模

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亞洲：約旦啟動全國新冠疫苗接種
工作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韓國

較前壹天新增確診病例524例，累計確

診70728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壹日減少

37例。韓政府將於16日公布防疫響應措

施調整方案。

13日，日本全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30萬例。雖然日本首都圈已於1月8日進

入緊急狀態，但其他地區的疫情勢頭也

未見好轉。鑒於此，日本首相菅義偉13

日宣布，繼首都圈之後，追加對大阪府

、京都府和兵庫縣等7府縣發布“緊急

事態宣言”，結束時間為2月7日。

約旦衛生大臣納齊爾· 奧貝達特13

日說，新冠疫苗接種工作當天在約旦全

國29處接種點順利進行，約旦衛生部計

劃每天為大約5000人接種疫苗。所有在

約民眾可自願、免費接種，首批接種對

象主要為防疫工作人員、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接種中國科興公

司研發的疫苗，電視直播了這壹過程。接

種疫苗後，佐科表示，該國大規模的新冠

疫苗接種計劃對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非常

重要，並將有助於加速經濟復蘇。

土耳其衛生部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

該國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9554例，

累計確診2355839例，累計死亡23325例

，累計治愈病例2227927例。土衛生部長

科賈當天接種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

疫苗，並向民眾進行了現場電視直播。

馬來西亞重啟行動限制令，並預測12

周內可壓平疫情曲線。此外，馬通訊及多

媒體部副部長查希迪13日確診新冠，這是

壹周內該國第四名確診的政府高官。

非洲：累計確診病例數超310萬
據非洲疾控中心官網最新數據，非

洲地區累計確診人數超過 310 萬，達

3107979例，其中死亡病例數達74444例

，治愈2538888例。

加拿大房地產市場
在2020年12月刷新多項紀錄

綜合報導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12

月加拿大全國房屋銷量及多項相關指標均刷新歷史紀錄。

去年12月加全國房屋成交量超過1.2萬宗，刷新該月份的歷史紀

錄。銷量環比增長7.2%，也創下歷史新高。大多倫多地區和大溫哥華地

區的銷量環比增幅均達到20%以上。

12月銷量按年同比則大增47.2%，創11年來最大增幅。

12月新上市房屋數量環比上升3.4%。主要增幅也同樣來自大多倫多

地區和大溫哥華地區。

12月份的全國實際平均房屋售價達到創紀錄的60.73萬加元，同比

增長17.1%。房屋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則上升13%。

經季節調整後，2020年12月房屋銷售達到71.45萬套的年化規模。

這是該數字首度突破70萬套大關。

從2020年全年來看，房屋實際成交量約55.14萬套，刷新年度紀錄

，並且比上壹年增長了12.6%。

該協會指出，由於12月份銷量增長超過新增供應量，因而全國銷量

與新掛牌量之比達到77.4%，同樣創下歷史新高，且遠高於54.2%的長期

平均值。

到12月底，加拿大全國範圍內房屋市場僅有2.1個月的庫存，創下新低。

2020年成史上最熱年份之壹 二氧化碳濃度達300萬年間最高

綜合報導 多個主要氣溫

數據庫進行了更新，2020年和

2016年並列成為有記錄以來最

熱的年份。其中，四個數據庫

認為 2020 年比 2016 年略涼爽

壹些。2019年則以微弱差距，

成為史上第3熱的年份。

數據顯示，造成全球氣候

變暖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已

經達到了至少過去300萬年間

從未有過的高水平。

而從19世紀以來，最熱的

七年都出現在過去十年中，

2020年的氣溫已經比19世紀的

氣溫高出了約1.2攝氏度。

“這是全球平均水平。”

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NOAA)的國家環境信息中心

物理學家桑切斯-盧戈(Ahira

Sánchez-Lugo)說，“有些地區

的升溫速度更快。”

她補充表示，1攝氏度聽

起來可能很少，但“全球平均

氣溫的壹個小改變，可能會導

致極端天氣的重大變化。我們

已經在看到這個情況。”

如同預期中的壹樣，從

1960年代以來，每個十年都比

前壹個十年更加炎熱。

2016年創紀錄的高溫是因

為厄爾尼諾現象的臨時作用。

2020 年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2020年不僅沒有出現不規則的

變暖趨勢，而且在8月份還出

現了與厄爾尼諾相反的的拉尼

娜現象。

2020年從1月到11月，每個

月均排在該月的歷史最熱前四位

，12月則是史上第8熱的12月，

幫助降低了年平均氣溫水平。

根據本周發布的另壹項研

究，海洋溫度也在2020年創下

新高。

由於人類二氧化碳排放量

巨大，雖然2020年因新冠病毒

大流行導致了經濟活動停滯，

但相關的排放減少產生的作用

仍然微乎其微。國際能源機構

估計，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與 2019 年相比只下降了

8%，相當於2010年時的水平

。研究公司榮鼎咨詢(Rhodi-

um Group)的數據顯示，在美

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了

10.3%。英國氣象局預計，到

2021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將首次超過工業化前水平

的50%以上。

NOAA 已經做出預測，

2021年有 99.6%的幾率排入史

上最熱的10年。但由於拉尼娜

現象，2021年只有7.4%的幾率

，會超過 2020 年和 2016 年的

最高氣溫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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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拜登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歐洲各國
領袖對他多半是正面肯定與期許，包括英國
、德國與西班牙，都期望拜登能使美國帶回
國際組織與多國合作，最常用的讚詞是 「美
國終於回來了」 。另外，西班牙首相桑傑士
(Pedro Sánchez)還趁機多罵川普，說他 「危
害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 。

路透社報導，英國首相強生 (Boris
Johnson)表示， 「我期待與他（拜登）和他
的新政府合作，加強我們之間的伙伴關係，
並致力於共同的優先事項：包括應對氣候變
化，如何從疫情大流行中恢復，另外就是加
強跨大西洋安全議題。」

強生最近特別強調環保政策，他不止一
次說英國要在2050年達到 「零排放」 ，他
期望美國也能跟進。

德國前國防部長、現任歐盟主席烏蘇
拉·馮德萊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
在推特中說： 「美國終於回來了。歐洲已準
備好與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重新建立聯繫
與交情，為我們重視的聯盟注入新的活力，
我很期待與拜登總統合作。」

德 國 總 統 史 坦 麥 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說： 「今天是民主世界的好日子
。美利堅合眾國曾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是
會經久不衰。儘管有人試圖破壞美國的體制

，但事實證明，民主選舉基礎、司法機構和
國會都很強大。今天，拜登宣誓就任總統入
主白宮，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我相信很很
多德國人也都有同感。」

顯然史坦麥爾在賀詞中，還暗罵了川普
與其支持者。

西班牙總理桑傑士(Pedro Sánchez)講話
就更直率了，他說： 「拜登的勝利，代表了
即使在極右翼的氣氛中，民主仍然能夠勝利
、極右翼者動用了欺騙、民族分裂以及暴力
手段是徒勞的。...5年前，我們只認為川普
的當選，真是個可笑的爛笑話，但是5年後
，我們才意識到他的危害，他幾乎傷害了世
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

義大利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也對
川普多有期許，他星期二在議會時說： 「我
們期待著拜登總統，將來與20國集團有各
種重要合作，包括有效的多邊主義，到氣候
變化公約，綠色經濟、數位通訊合作，以及
社會包容。」

俄國總統普丁的機要史佩科夫(Dmitry
Peskov)說，他希望拜登能夠保留與承認美
俄當年簽定的中程飛彈條約，不要陷入軍備
競賽。他說： 「俄羅斯向來都讚成保留這項
協定……如果我們的美國朋友，能夠表現出
願意支持該協定，那將是令人高興的。」

歐洲領袖看拜登當選 多為正面期許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日報導，
隨著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將於臺灣時間凌晨1
時正式就職，卸任的川普將回歸佛州，展開
平民的生活。 「陸戰隊一號」 稍早已飛抵白
宮草坪，川普也走出白宮最後一次搭上 「陸
戰隊一號」 。 「陸戰隊一號」 帶著川普飛往
安德魯聯合基地；在經過短暫的告別儀式後
，川普將飛往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
。

走出白宮的川普向記者表示，能成為美
國第45任總統實屬莫大榮幸， 「這是我一
生的榮譽」 。抵達安德魯基地的川普隨即舉
行告別演說，這是他一週以來首次在公開場
合露面。

告別演說中，川普完全聚焦在他的家庭
上。他強調， 「大家不知道我們家庭有多努
力；他們本可輕鬆度日，但卻做得非常完美
」 。此外，他也肯定白宮幕僚長梅多斯
(Mark Meadows)的付出，感謝副總統彭斯
伉儷。

此外，川普也向在場人士承諾，自己會
永矢奮鬥不懈，並祝福即將上任的拜登 「好

運如鴻」 。他喊話， 「你們是奇妙的人民，
而這是個偉大、非常偉大的國家。這是我最
大的榮幸而特權能成為你們總統。我為永遠
為你們奮鬥，仔細聽、仔細看，這個國家的
未來將美好無比。祝福新政府好運而成功。
我相信他們會取得莫大的成就」 。

川普還感性地表示，第一夫人梅蘭妮亞
是 「優雅、美麗而有尊嚴的女性」 ，且 「如
此受民眾的歡迎」 。梅蘭妮亞則表示， 「能
成為你的第一夫人是我莫大的榮幸。謝謝你
的愛與支持。我會持續為你禱告。上帝祝福
每一個人，願神賜福你的家人，願神保守這
個美麗的國家，謝謝」 。隨後，川普再次接
過麥克風，對梅蘭妮亞說 「親愛的，說得好
」 。

雖然川普誇耀其妻頗受美國民眾的歡迎
，但CNN民調卻顯示梅蘭妮亞是近幾任總
統夫人中，人氣最低的第一夫人。此外，雖
然川普很有風度的祝福新政府，但整個過程
卻沒提到拜登的名字。CNN表示，川普已留
給拜登一份備忘錄，不過內容尚未公布。

最後一次搭陸戰隊一號 川普於安德魯基地告別演說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19日分析
，僅管川普有意拖累，讓拜登繼承極為複雜而燙手
的政局，包含新冠肺炎大流行、氣候變遷、種族矛
盾難解、傳統民主政治體制遭破壞，以及艱難的美
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然而，拜登仍有很大的靈活空
間重塑美國對陸政策。甚至，在修補與被動管理川
普留下的爛攤子後，拜登仍可爭取盟友支持、與北
京談判，進而塑造具有 「拜登色彩」 且充分能動性
的對陸政策。

文中指出，與歐巴馬時期留下的政局相較，拜
登繼承更為複雜的局勢。自2017年以來，美國對
陸政策已由原本耐心的多邊主義與區域整合，轉為
焦躁地單邊主義與脫鉤化。

這讓新上台的拜登政府並沒有甚麼政策迴旋空
間，也讓新政府仍須繼續彈奏戰略競爭的旋律。同
樣地，在台海與人權議題上，拜登與席近平持續分
歧路線而難以合作。甚至，習近平時代大陸意識形
態愈來愈激進，並尋求支配全球經濟，讓華府與北
京間的共同利益日漸減少，一時間大國競爭的曲調
恐難以褪去。

該文建議，拜登政府第一個應揚棄的遺產，就
是不與他人協商的片面行動與單邊主義。川普的單
邊主義損害美國與盟有的關係，卻沒有任何經濟或
戰略利益的補償。隨著拜登修補與盟友的關係，將
加強美國在多邊主義的影響力。

所幸，拜登政府已表態支持世界貿易組織
(WTO)、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維持歐洲與亞洲美軍
駐紮、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並重返伊朗核協

議。藉由這些措施，讓全球得以認清中國大陸才是
最嚴峻的挑戰，並重建國際機制。

類似多邊行動中唯一有爭議的為是否要保留
《貿易擴張法》第232條。透過該法條，2018年3
月美國對俄國、中國大陸等行為者課徵鋼鋁關稅。
不過，雖然關稅有助於相關產業，卻提高下游產業
與消費者成本，且須對相關商品課徵更多關稅，從
而破壞與盟友關係。有鑑於中國大陸與俄國仍有傾
銷多餘鋼鐵至國外的隱憂，文中建議保留對這兩者
的關稅，卻取消其他經濟體的關稅。

其次，文中也建議拜登應維持甚至擴張對大陸
的孤立，以嚇阻大陸違反人權、威脅智慧財產權與
侵犯國際法的行動。川普時期國務院與財政部對大
陸在新疆與香港採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拜登政府
應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並將人權設定為任內
優先議題，甚至擴大在部分議題對大陸的限制。例
如，在部分國際組織中不再承認香港與澳門的特殊
資格；或是對其他有種族爭議的區域如內蒙古採取
制裁。

除孤立大陸外，文中也建議拜登應穩固美國與
大陸的關係。包括：降低《301條款》的關稅，結
束驅逐大陸記者，重新開啟休士頓與成都領事館，
停止引渡華為孟晚舟，終止禁止抖音與微信的威脅
，恢復大陸的歐布萊特計畫等等。這些損害美國經
濟、侵蝕美國軟權力，沒有提高美國的國家安全，
卻損害美國與盟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這些行
動對大陸並沒有造成太大損失。

川普複雜的遺產 拜登由過渡到全新的對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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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地貧基因療法展臨床試驗
中國攜帶者逾3000萬 輸血療法年醫療費約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博雅輯

因宣布，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藥品審評中心已經批准其針對輸血

依賴型β地中海貧血的 CRISPR/

Cas9基因編輯療法產品ET-01的臨

床試驗申請，這也是國內首個獲國

家藥監局批准開展臨床試驗的基因

編輯療法產品和造血幹細胞產品。

據介紹，ET-01是一款處於研發階

段的、自體的、體外基因編輯療法

產品，此次獲批開展的臨床試驗是

一項多中心、開放的、單臂臨床研

究，該項研究將在輸血依賴型β地

中海貧血患者中評價ET-01單次移

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T-01的通用名為CRISPR/Cas9基因修飾 BCL11A 紅系增強子的自體
CD34+造血幹祖細胞注射液，是處於研發階段的、
自體的、體外基因編輯細胞療法產品，用於治療輸
血依賴型β地中海貧血。ET-01原液通過採集患者自
體動員外周血單個核細胞，富集CD34+細胞群後用
CRISPR/Cas9系統編輯BCL11A基因的紅系增強子
製成。

50%重型患者5歲前易夭折
2019年 9月，博雅輯因公布相關數據，顯示

ET-01中，供者自體的CD34+造血幹細胞的特定
DNA靶點被CRISPR/CAS9高效率和高精準度地修
飾，在體外分化後的紅細胞中胎兒血紅蛋白水平得
到顯著提高。ET-01的臨床試驗申請在去年10月獲
得國家藥監局受理，日前獲得批准。

《中國地中海貧血藍皮書》數據顯示，中國地
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超過3,000萬。β地貧患兒出
生後病情會進行性加重，除貧血症狀外，易併發脾
腫大、發育落後及免疫力低下導致的多器官功能受
損，因此50%重型地貧患者會在5歲之前夭折，如
不進行有效治療，很少能活過20歲。對於輸血依賴
型β地貧患者，目前標準療法是每2周至5周輸血1
次，且定期使用祛鐵劑減輕鐵負荷，每年相關醫療
費用在10萬元人民幣上下。而長期輸血導致的鐵過
載會損害心臟和肝臟功能，導致心衰死亡和生長發
育障礙。造血幹細胞移植雖然可能一次性治癒，但
移植風險和免疫排斥副作用也很大。

歐美處於臨床階段
“我們非常高興ET-01臨床試驗申請獲得了國

家藥監局的許可，I期臨床試驗會盡快開展。”博雅

輯因首席執行官魏東博士表示，將繼續致力於高質
量轉化基因編輯技術，持續推進公司其他產品管線
的研發進程，為中國乃至全球的患者帶來更多新的
治療選擇。

在國際研究方面，基因編輯療法治療地中海貧
血也是一大熱點。據報道，生物醫藥企業CRISPR
Therapeutics和美國製藥企業福泰製藥(Vertex Phar-
maceuticals)、基因編輯技術ZFN的持有者Sangamo
Therapeutics公司和賽諾菲子公司Bioverativ均有相
關基因編輯療法處於臨床階段。《新英格蘭醫學期
刊》NEJM 發布的相關論文顯示，在經過18個月的
治療後，患者的骨髓和血液中等位基因編輯水平仍
保持較高，骨髓中保持超過76%的編輯效率，血液
中的編輯效率也保持在60%。且患者不再依賴輸
血，循環血液中表達胎兒血紅蛋白HbF的細胞佔比
達到99%。

香 港
文匯報訊
（記者 劉
凝哲 北京
報道） 針

對輸血依賴型β地中海貧
血的CRISPR/Cas9基因編
輯療法產品ET-01的臨床
試驗申請獲批，成為國內
首個獲國家藥監局批准開
展臨床試驗的基因編輯療
法產品和造血幹細胞產
品。中國科學院青島生物
能源與過程研究所王士安
研究員就此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此次臨床試驗獲
批，具有里程碑意義，有
助於帶動基因編輯技術在
相關醫療領域的應用。

王士安表示，基因編
輯療法是一種遺傳療法，
簡單講就是把致病基因修
改為正常基因。“這種方
法潛力巨大，從技術的提
出到獲得諾貝爾獎僅隔八
年時間，說明國際認可度
高”，王士安說，中國的
基因編輯技術發展迅速，
2015 年的相關專利數量超
越了美國。在基因編輯療
法治療地貧方面，中國的
進展與國外幾乎同步。

2020年9月國家藥監局
公布了《基因轉導與修飾系
統藥學研究與評價技術指導
原則（徵求意見稿）》，提
出了針對基因編輯療法的藥
物開發相關指南。王士安表
示，此次國家藥監局批准基
因編輯技術開展臨床試驗，
在國內具有里程碑意義。一
方面，基因編輯療法產品治
療地中海貧血症如果成功，
有助於帶動該技術在血液類
疾病、眼部疾病、CAR-T
癌症治療、造血幹細胞治療
方面的應用。

另一方面，這體現了
國家監管機構在基因編輯
療法蓬勃發展的大背景
下，對於這一創新療法的
重視，也體現了監管政策
的與時俱進。

立
基
因
編
輯
技
術
里
程
碑

■早前中國紅十字會、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共同開展“地中海貧血兒童救助項目”，圖為項目
中患兒準備出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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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淨利潤增2.1% 債券零違約
資產負債率降至達標 擬降槓桿轉向穩槓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國資委19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2020

年中央企業經濟運行情況。數據顯示，2020年央企累計實現營收30.3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下降2.2%；累計實現淨利潤1.4萬億元，同比增長2.1%。央企帶息負債

比率37.7％，同比下降0.6%，負債結構明顯改善，未發生一起債券違約。截至2020年

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4.5%，實現了“2020年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不高

於64.7%”的目標任務。國資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介紹，下一步將由降槓桿向

穩槓桿轉變，確保大多數企業負債率保持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9日乘火
車沿京張高鐵抵達河北省張家口市，先後考察京
張高鐵太子城站、國家跳台滑雪中心、國家冬季
兩項中心，看望慰問運動員、教練員和張家口賽
區運行保障團隊、建設者代表。

為中國冰雪運動加油
1月18日，習近平在北京考察冬奧會、冬殘

奧會籌辦工作時，國家花樣滑冰隊、短道速滑隊
的運動員、教練員們向總書記匯報了訓練備戰情
況，表達了勇奪金牌的信心。習近平說，黨中央
很關心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和訓練備戰工

作，黨和人民給予了強大的物質和精神支持。這
次來，看到大家盡心盡力，籌辦工作進展順利，
訓練備戰效果明顯，我感到很欣慰，我對辦好這
一屆盛會充滿信心。

18日下午，習近平來到位於北京市延慶區的
國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調研。在競技結束區，習
近平觀看了高山滑雪賽場保障運行和競技比賽訓
練情況。習近平指出，體育強國的基礎在群眾體
育。要通過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把中國
冰雪運動特別是雪上運動搞上去，在3億人中更
好推廣冰雪運動，推動建設體育強國。臨別時，
大家齊聲高呼：“中國冰雪，加油！”習近平也
鼓勵大家說：“加油！”

習近平張家口考察

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
習近平將視頻發表特別致辭

■習近平在國家跳台滑雪中心考察。 新華社

“2020年，中央企業經濟運行確確實實是大落大起、波瀾起伏。”彭華
崗說。數據顯示，2020年央企累計實現營收30.3
萬億元，同比下降2.2%；累計實現淨利潤1.4萬
億元，同比增長2.1%，近八成央企淨利潤正增
長。

投資和研發投入穩步增長
雖最終淨利潤實現正增長，但相比2019年全

年淨利潤增長10.8%，去年央企增速大幅放緩。去
年一季度，多數央企由於新冠疫情、政策讓利等
因素，大受影響。2月中央企業淨利潤只有5.1億

元。“央企每個月的淨利潤約1,000億元，5.1億元
幾乎可以說是顆粒無收。”彭華崗說。

3月以來，央企帶頭率先復工復產，深化提質
增效，3月和4月效益開啟觸底回升，5月效益恢
復到同期的九成，6月實現了正增長，並且創了歷
史新高。去年下半年以來，月度淨利潤同比增速
始終保持在兩位數以上。

同時，央企去年投資和研發投入穩步增長，
為今後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2020年，央企完
成固定資產投資（不含房地產投資）2.8萬億元，
同比增長了1.9%。尤其是通信企業加快5G網絡共
建共享和商業應用轉化，全年固投同比增長

9.9%；發電企業加大水電、風電、光伏等清潔能
源發電投資力度，全年固投同比增長27.4%。

負債結構明顯改善
2018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意見，對國有

企業降槓桿提出了總體要求，明確要求國有企業
平均資產負債率到2020年末比2017年末降低2個
百分點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央企降槓桿圓滿完成目
標任務，有效防範了財務風險。截至2020年末，
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64.5%，同比下降0.5
個百分點，實現了“2020年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
負債不高於64.7%”的目標任務。

2020年央企帶息負債比率37.7%，同比下降
0.6個百分點，負債結構明顯改善，償債能力有所
增強，守住了不發生債券違約風險的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9日宣布：應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
兼執行主席施瓦布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1月25日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並發表特別致辭。

■■20202020年央企累計實現淨利潤年央企累計實現淨利潤11..44萬億元萬億元，，同比增長同比增長22..11%%。。去年一季度去年一季度，，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
的中國一重集團有限公司有力防控疫情的中國一重集團有限公司有力防控疫情，，有序復產復工有序復產復工，，利潤總額同比增長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03103..3737%%，，實現經營實現經營
““滿堂紅滿堂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19
日從中國商務部獲悉，2020年全年，實物
商品網上零售額9.8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逆勢增長14.8%，佔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比重達24.9%，中國已連續8年成為全
球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

商務部相關負責人介紹，2020年，中
國新型消費快速發展，線上線下加快融
合。全年快遞業務量達833.6億件，電商直
播超2,000萬場。實體零售企業加快數字化
轉型，大力發展線上銷售和到家業務。大
型電商平台積極發展C2M反向定製，賦能
上游產業，開展柔性製造，滿足個性化、
多樣化消費需求。這位負責人說，2020
年，境外消費加速回流。全年消費品進口
額達1.57萬億元，同比增長8.2%，高於進
口整體增速8.9個百分點。其中，肉類、首
飾、化妝品進口增長30%以上，箱包、鐘
錶進口增幅超20%。海南實施離島免稅購
物新政策，全年免稅店銷售額達327.4億
元，比上年增長1.27倍。

中
國
網
售
逆
勢
增
長
14.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2020
年中國GDP首超 100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9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勢頭，不僅惠
及中國，也惠及世界。

有記者提問，18日，中國官方公布了2020
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GDP歷史性突破100萬
億元大關。我們注意到多數外媒均積極評價，
但也有個別外媒報道，中國2020年GDP增長
只有2.3%，為40多年來最低，請問發言人對此
怎麼看？

中國正成為全球經濟領跑者
“我也注意到相關報道。”華春瑩回應說，

“我看到包括路透社、美聯社等主要國際媒體所
關注的是，在全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加劇蔓延和
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

濟迅速復甦並實現強勁增長，或成為去年全球唯
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增速遠超很多專業
機構預期。”

她指出，這一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2020年，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
國全國上下一心、艱苦奮鬥，率先做好疫情防控、
率先開始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由負轉正。
無論是在熱火朝天的工地中，還是在街頭巷尾的
煙火氣裏，還是在車水馬龍的繁華燈光下，中國
經濟走出了一條華麗的“V”型曲線。不僅中國
經濟總量歷史性突破100萬億元大關，在世界經
濟中的份額也由2019年的16.3%上升到17%左右，
而且全年中國糧食產量再創新高、工業生產持續
發力、貿易總額逆勢上漲、現代服務再開新局、
消費升級加速推進、國內投資穩步回升、就業情
況遠超目標、物價水平保持穩定、居民收入喜獲
增長。可以說，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全面還是

局部、廣度還是深度，中國正成為全球經濟分量
更重、含金量更高的領跑者。

中國的發展會更好貢獻世界
華春瑩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

春滿園。”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的發
展也會更好貢獻世界。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勢
頭，不僅惠及中國，也惠及世界。中國不僅貢
獻了經濟增長，也為各國抗疫提供了多種急需
的物資，並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發揮了積極作用。據經合組織2020年12月的預
測顯示，2021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將
超過三分之一。當前，中國正加快構建新發展
格局，市場潛力將充分激發、開放的大門將進
一步敞開、對外合作將不斷深化，相信中國經
濟持續發展會為世界創造更多需求、與世界共
享發展機遇、同各國實現互利共贏。

外交部：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勢頭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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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租购并举，倡导理性消费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购并举”——近几年，在政策的持续
引导下，住房消费观念悄然改变。

山东济南的王海波今年36岁，几年前买了自己的婚房。在他
看来，住房消费应主要取决于生活需要。“我觉得，一个家庭两套
房以内算是合理需求。超出这个范围的需求如果不加以限制，就
可能影响多数人正常需求的释放。”王海波的话，代表了一大批普
通购房者的想法。

买房之外，租房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取理想居住环境的
重要途径。

“我刚参加工作，不急于买房，租房挺好的。我希望，大城市
的租赁房供给能多一点，供给多了，租金自然就能降一些。特别
是北上广深这种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应该加大租赁住房的供
给。”在北京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的张辰哲表示，房子还涉及教育、
民生、就业等问题，提倡“租购并举”，在这些方面对租赁房也应
给予一定的保障。

在杭州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姑娘林晓佩表示，自己会根据收入
和家庭需要买房。目前她主要关注租房市场，最期待的是政府能
进一步丰富公租房的类型。“公租房种类还是太少，位置普遍不太
好，申请难度大。大部分租房者尤其是年轻人，收入的一大部分
都交房租了。如果价格不太高的公租房能提高供给水平，就能减
轻不少压力。”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指出，过去很长一个阶段里，
房地产和金融两个板块相互推动，部分城市房价出现快速上涨，
投资投机性购房活跃，不利于生产、消费良性循环。“十四五”时
期，“房住不炒”政策基调将继续坚持，对房地产金融监管力度不
放松，人们住房消费观念也更趋理性，有利于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总体来看，房地产的政策目标框架也在转向民生。当前住房
补短板，主要是弥补此前多年重购轻租导致的供应结构失衡，是
为了降低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的住房差距。可以预见，今后保障
房的主体是租赁住房，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市场化的
长租房以及政府的公租房。”许小乐说。

“房住不炒”，政策方向明晰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属性向消费和民生保障
转变的脚步不会停。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分别达到 39 平方米和 47.3 平方米，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大为改善。

“十四五”期间，国家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每年还将
有一定的新增住房消费需求。同时，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
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将释放更多改善性新需求。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展望“十四五”发展
时强调，将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时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
这根弦，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强化城市主体责任，因地制
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开局之年，有哪些举措？
据介绍，在政策上，国家将加强住宅用地管理，完善房地产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快研究编制“十四五”住房发展规
划；在监测预警上，将常态化开展月度监测、季度评价、年度考
核，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在住房供给上，将加快构建以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要面向

城镇户籍住房和收入“双困”家庭，政策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无
房新市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买房还是租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中
小城市，“房住不炒”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我不太看重房子的投资属性，房子就是用来住的。房子存在
的意义，就是让人有属于自己的落脚点。当然，房子本身也可以
算是一种资产，但我对它的预期不是说一定要升值，不要太贬值
就可以。”在上海生活的李心笛认为，房子投资升值的空间越来越
小，如今理财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没有必要为了增值而花很多钱
去买房子。

转型升级，健康发展可期

房地产企业也在积极主动转型，在增量上更关注房屋品质，
同时聚焦租赁房；存量上则下更大功夫，以优质服务、打造智能
社区等谋求健康发展。

不久前，全国首个集体土地租赁项目——万科泊寓成寿寺社
区在京亮相，吸引了很多人关注。据了解，该地块曾经被规划为
多功能建设用地，但一直没有找准建设方向。

当地村集体与万科合作后，事情发生了积极变化：村集体提
供土地的经营权，万科前期投入建设开发成本，通过精心设计运

营实现多方长期可持续的收益。如果盈利超出预期，村集体还会在
保底租金收益的基础上分享一定的超额收益。对租赁居住者而言，
万科发挥自身优势，将社区打造成“一站式休闲生活新空间”，塑造
集咖啡、书吧、健身、艺术、交友于一体的青年聚集地，同时由于
从村集体拿地节省了土地成本，房屋租金仅为周边同品质房型的
70％—80％，受到不少年轻人青睐。

当代置业则将居住产品的品质和对业主的服务作为战略着力
点，聚焦创新的产品理念、个性化的设计、舒适的人居体验和精
细化的物业。在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方面，当代置业积极使用绿
色健康科技来提升产品品质，以舒适节能的居住体验来升级客户
生活，打造绿色健康复合社区，也收获了市场的积极响应。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表示：“房地产未来发展的一个
关键词就是‘回归’。也就是说，房地产要回归居住的本质，回归
客户的基本需求。我们认为，客户的基本需求主要包括居住的安
全性、舒适度和便捷感，如今又增加了对于健康性的关注。房地
产企业要积极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人居的向往及追求，并
谋求自身发展。”

许小乐分析，“十四五”时期，“健康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
业的主旋律。具体来看，这意味着居民基于城市迁移、家庭变
化、收入增长的住房改善需求得到满足，房价涨幅与经济增长和
居民收入相匹配，房屋装修、改造、租赁、物业管理等一系列住
房服务得到充分发展，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居住服务领域市场
进一步壮大。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备受期待——

房地产发展，落脚点是民生
王俊岭 都 芃

“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
展明确了方向。

住有所居，是最基本的民生之一，牵动人心。随着房地产行业定位更加清晰，人们的住房消费心
态也更加理性，对未来更有信心。

迈入“十四五”
聚焦消费新亮点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积极实施棚
户区改造项目，兴建棚改房，解决困难群体的住
房问题。图为泰和县棚改房龙华小区。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居住服务体验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
河北省滦州市教场村，目前已发展特色民宿及农
家乐100多家。图为游客正在民宿休闲。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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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阿德文庫拉）紐約•
在最近的一個星期一，瑪麗貝爾·拉
普茲於下午4：30起床.m。這位來自
菲律賓的46歲移民冒著零度以下的天
氣，乘火車從新澤西州澤西市到紐約
布魯克林的一家療養院，自去年2月
以來，她每週工作6天。

千里之外，馬裡奧·拉米雷斯從
一所房子開車到另一.m，在喬治亞州
瑪麗埃塔進行建築和管道工程。拉米
雷斯，一個52歲的墨西哥移民，從來
沒有錯過一個工作日，因為開始大流
行。

"當特朗普政府向工人發送1200
美元的刺激支票時，"拉普茲說，"我
不明白;我沒有。我被忽視了。

拉米雷斯說： 「在這個國家，像
我這樣的人沒有資格失業。"這意味著
我不能停止工作， 以支援我的家人
， 儘管有 COVID - 19 的風險。

他們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改變。
拉普茲和拉米雷斯被聯邦政府視

為"重要工人"，是500萬無證移民之
一，他們可能獲得獲得公民身份的途
徑——而且這可能發生在拜登-哈裡
斯政府的第一天

對於美國的生活和經濟來說，無
證的基本工人現在已成為國會民主黨
人和移民權利宣導者目前正在起草的
移民計劃的核心，並由即將上任的 政
府積極推動

新的移民法案——與拜登上周公
佈的1.9萬億美元的COVID救濟法案
——將包括向無證基本 工人發放綠卡
，減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等待時間

眾議員華金·卡斯特羅（D-Tex-
as）在最近的一次虛擬新聞發佈會上
說："基本工人，其中許多是無證移民
，都是無名美國的英雄——在這次致
命的大流行中冒著生命危險，照顧我
們的社區，確保食物被放在桌面上。
"我正在努力製定立法，立即保護基本
工人及其家屬免遭驅逐，併為他們提
供獲得公民身份的快速通道

副總統當選人卡馬拉·哈裡斯公
開考慮這個問題。上週與西班牙文

Univision 演講，她說，即將上任的政
府不僅會自動向無證基本工人發放綠
卡，還將自動發放綠卡給DACA（兒
童入境延遲行動）的受助人，以及暫
時保護身份（TPS ） 持有者，並縮短
5 年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時間

"即將上任的政府有一個絕佳的機
會，可以正確對待問題，為移民基本
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緩解這一流行病的
機會，從移民身份中解脫迫害，以及
從隱形中解脫，"人道移民權利聯盟執
行主任安吉莉卡·薩拉斯（Angelica
Salas）在由美國之聲組織的一次新聞
發佈會上說

來自共和黨的回擊已經開始。前
國土安全部代理副參謀長洛拉·裡斯
告訴 《洛杉磯時報》說，這項立法將
製造更多的問題

裡斯說： 「這樣的獎勵將吸引更
多人非法進入美國，等待他們最終的
綠卡，從而破壞邊境安全。

據報導，本周有6000多名宏都
拉斯移民和尋求庇護者通過鄰國瓜地
馬拉和墨西哥向北發展。這輛大篷車
可能代表著拜登 發誓要改革特朗普總
統的強硬移民政策的努力的復興

一些移民宣導者和學者也質疑即
將到來的移民計劃是否是正確的方法
。如果拜登-哈裡斯政府提議將合法
化機會擴大到500萬無證基本工人，
那麼其他800萬無證移民呢？

"數百萬移民工人站在前線，冒著
生命危險維持我們的國家運轉。這場
危機的深度需要緊迫性，"SEIU總裁
瑪麗·凱·亨利（MaryKayHenry）在
記者電話中對美國之聲說。 "當數百
萬無證基本工人被拋在一起時，我們
無法戰勝病毒。提供[快速公民通道]
是我們能夠應對這一流行病的唯一方
法。

加州國務卿亞歷克斯•帕迪拉
（AlexPadilla）將接替美國參議院當
選副總統卡馬拉•哈裡斯（Kamala
Harris）的當選人，他為無證基本工
人的移民計劃辯護。

帕迪拉在電話中對記者說： 「這

不是說我們不會對
付其他無證移民。"
由於 COVID 救濟的
緊迫性，最好儘早
採取行動。

帕迪拉引用了
自己父母的移民經
歷，他們60年代從
墨西哥來到加利福
尼亞。他說，他們
從來沒有過正規的
教育，也從來沒有
休息過一天——他
的父親是廚師，他
媽媽打掃房子。

"但他們告訴我
們，如果我們努力
學習，在學校表現
良好，我們可以做
我們想做的事。這
就是美國夢，"他補
充說。 "在四年來
（Trump） 不 斷 攻
擊移民社區之後，
拜登-哈裡斯政府將
幫助我們扭轉局面
。我希望國會和我
們的國家將認識到
，這些（無證的基
本）移民在美國最
需要的時候挺身而
出，並在這次致命
的大流行中處於危
險之中。

拉普茲在新澤
西 州 澤 西 市 說 ：
「當我聽到這個好
消息時，我非常興
奮。"但我不禁擔心
，他們發送另一個
虛假的希望。我經
歷過這個之前。

"我的家人一直
在等待這一刻。我
們冒著生命危險，幫助這個國家在大
流行中倖存下來，"拉米雷斯說。 "我

們不應該被留在黑暗了。我的孩子都
出生在這裡——這是我們的家。

寄予厚望還是另一個虛假的希望？
拜登議程上無證 「基本工人」 的綠卡

（羅西奧·托雷斯-塞古拉編輯）特內希亞·赫德佩斯於2020年11月17日星期二宣誓就任
哈裡斯縣書記，這是哈裡斯縣民事法院第4號法官萊斯
利·布里奧內斯主持的一次小型私人儀式。

赫德斯佩斯於2020年11月3日當選，以填補黛安·
特勞特曼的剩餘任期，任期將於2022年屆滿。特勞特曼
去年5月因健康原因辭職，克裡斯·霍林斯被專員法院任
命為臨時縣書記，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

去年哈裡斯縣發生了許多變化。縣書記辦公室最大的
變化是，選舉不再屬於其職權範圍;縣書記不再是哈裡斯
縣的首席選舉官員然而，縣書記在選舉委員會工作。

"作為哈裡斯縣選舉委員會成員，我期待著在這個機
構任職，以確保新結構下的縣選舉將繼續達到2020年選
舉期間在選民無障礙、準確性和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功標準
，"Hudspeth書記說。

赫德斯佩斯的主要目標是為公眾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
。她致力於通過新技術進一步改善政府服務，使470多萬
哈裡斯縣居民能夠隨時獲得和獲得這些服務。

赫德斯佩斯曾在縣書記辦公室任職超過15年，在四
個政府工作。她擔任過各種職務，為她提供了無縫管理這
個辦公室和為公眾服務的必要技能。

特內希亞·赫德佩斯 哈裡斯縣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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