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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億人染疫 美飆破
美飆破2500
2500萬確診
萬確診
(本報訊)新冠疫情持續在全球延燒。據
World meter 網 站 統 計 ， 全 球 累 計 確 診 超 過
9983 萬例，逼近 1 億。美國佔約 1/4，累計達
2570 萬例；學者甚至認為，全美實際已有逾
億人染病。白宮幕僚長克萊恩批評，甫卸任的
川普政府根本沒有製定疫苗分發的全面計畫，
狀況只能用 「一團混亂」 來形容。
數據顯示，自去年 11 月 3 日，美國單日新
增病例保持在 10 萬以上，增速越來越快。近
日統計數據略微下降，但新增死亡病例居高不
下，上周有超過 4100 人因新冠去世。哥倫比
亞大學專家估計，全美實際染疫人數恐已破億
，即目前數據的 4 倍之多。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副主任
舒卡特 24 日稱，拜登總統 25 日會簽署行政命
令，針對南非、巴西、英國、愛爾蘭及歐盟旅
客實施入境禁令。 CDC 主任華倫斯基 25 日也
將簽署命令，要求所有 2 歲以上旅客在飛機、

渡輪、火車、地鐵、公車、計程車上佩戴口罩
，僅能在喝水或進食時短暫取下。
白宮幕僚長克萊恩 24 日表示，前總統川
普離任前，完全沒有製定完整的疫苗分發計畫
。交接團隊進入白宮時， 「疫苗分發流程，尤
其是療養院和醫院以外的分發計畫，根本不存
在」 。他也透露，拜登政府將建立聯邦疫苗接
種站，以解決一些州場地不足的問題。
其他國家疫情同樣嚴峻。墨西哥總統歐布
拉多 24 日宣布自己確診，但症狀輕微，目前
正接受治療。以色列總理辦公室 24 日宣布，
25 日午夜起至 31 日暫停國際航班進出，以防
變異病毒傳播，惟貨運、消防、醫療、喪葬等
班機不限。在歐洲，德國衛生部長史巴恩 24
日表示，該國將成首個使用實驗性抗體療法的
歐盟國家，去年 10 月確診的美國前總統川普
也曾使用這種療法。

美南金融 財富週報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盡覽金融市場動態
，探討投資理財策略

【 撰 稿 人 ： Yingying Xu, Financial
Advisor, FINRA Registered InvestInvestment Advisor (RIA)】
(RIA)】 由於市場繼續在利好
消息與近期挑戰之間博弈，
消息與近期挑戰之間博弈
， 股市上週創新高後
周五小幅回落，
周五小幅回落
， 不過上週仍持續上漲趨勢
不過上週仍持續上漲趨勢。
。拜
登政府提出的 1.9 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日
益嚴重的病毒新聞、
益嚴重的病毒新聞
、 以及疫苗的推出是市場關
注的重點。
注的重點
。 由於擔心政府赤字水平的長期可持

續性 ， 共和黨人顯示出對如此龐大的財政刺激
續性，
計 劃 的 抵 制 。 本 週 標 準 普 爾 500 指 數 中 超 過
23％的公司發佈業績
23
％的公司發佈業績，
， 將為企業利潤和經濟基
本面提供一些啟示。
本面提供一些啟示
。 隨著開工許可證數量的增
加 ， 住房繼續保持堅挺
住房繼續保持堅挺，
， 儘管抵押貸款再融資
出現了短期回落，
出現了短期回落
， 但由於利率持續低迷
但由於利率持續低迷，
， 需求
仍在增加。
仍在增加
。 截止上週五
截止上週五，
， 道瓊斯工業指數收盤
30997 點（週漲幅 0.6%，年漲幅 0.7%），
），標普
標普

500 指數收盤 3841 點 （ 週漲幅 1.9%
， 年 漲 幅 2.3% ） ， 納 斯 達 克 收 盤
13543 點 （ 週 漲 幅 4.2% ， 年 漲 幅
5.1%）。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市場分析及投資建議
：
上週，
上週
，股票增加了其連續九個月的
強勁增長，
強勁增長
，隨著拜登宣誓就職美國第
46 任總統
任總統，
，主要指數創下了歷史新高
。從選舉日到就職典禮的最近兩個半
月是自 1932 年以來最強勁的大選後
表現，
表現
，標普 500 指數上漲了 14
14％
％。相
比之下，
比之下
，第二個最好的選舉就職上漲
發生在 1960
1960- 1961 的肯尼迪上台
的肯尼迪上台，
，
標普 500 指數獲得 9％上漲
％上漲。
。 有效疫
苗的推出使人們對經濟復甦生活恢復
正常充滿希望。
正常充滿希望
。 12 月份通過的 9000
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以及新政府
出台更多財政紓困措施的前景為股市
上漲提供了動力。
上漲提供了動力
。市場接近新高
市場接近新高，
，但
連漲能繼續嗎？
連漲能繼續嗎
？

2021 年市場表現的兩個最重要驅
動因素將是疫苗接種的速度和額外財政刺激措
施的規模。新政府的首要政策重點與這兩個主
要因素保持一致。上週，拜登總統發布了他的
冠狀病毒應對計劃的細節，強調了測試的增加
，包括更多地使用《國防法》來幫助生產疫苗
。該計劃還試圖通過向地方和州官員提供更多
資金來加速疫苗的推出。這將使人們能夠更快

地恢復正常的消費習慣，並使諸如休閒餐飲旅
遊等受到重創的行業受益，同時也將為進一步
改善勞動力市場起到催化劑的作用。拜登政府
提議再進行一筆價值 1.9 萬億美元的財政注資，
延長失業救濟期限直到九月，向家庭提供額外
的直接付款，從而支撐消費。
公司利潤上升、美聯儲寬鬆的政策、以及
財務政策的支持通常是股市上漲的有力組合。
這些條件歷來是在牛市週期的早期和中期發生
的，而不是在牛市後期或即將結束時發生的。
今 年 美 國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 預 計 將 增 長
4％-5％，公司盈利在 2021 年增長超過 20％似
乎是可行的。儘管第四季度的盈利季節才剛剛
開始（截止上週五標普 500 指數公司中有 13％
已發布財報數據），到目前為止，企業報告的
收益超出預期 21.5％，業績令人鼓舞。
疫情將在未來幾個月繼續推動基本面。更
具傳染性的新 COVID-19 毒株可能使歐洲封鎖
的時間比預期的更長。這導致德國將其 2021 年
GDP 預測從+ 4.4％降至+ 3％。令人鼓舞的是
，可能會有更多的疫苗問世，如強生公司的疫
苗研發結果有望在本月晚些時候出現。
分析師認為，市場總體的上漲局面將在
2021 年繼續，但市場調整也是常見的。鑑於對
經濟增長和企業收益的樂觀看法，任何即將到
來的市場回調都是長期投資者的購買機會。投
資者可以審查現有的組合，根據自己的投資目
標、風險承受能力等因素，確定現有組合中欠
缺的行業或產品類別，適時補倉調整。

休城新聞

Moderna 疫苗可有效抵抗
英國和南非變異的冠狀病毒
【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
】 Moderna 生物
技術公司週一說，由該公司開發的冠狀病毒疫
技術公司週一說，
苗可觸發一種免疫反應，
苗可觸發一種免疫反應
，這種免疫反應在實驗
室測試中可針對英國和南非首次發現的兩種變
異冠狀病毒感染起保護作用。
異冠狀病毒感染起保護作用
。
這一發現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鼓舞，
這一發現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鼓舞
， 但也包
含一個明確的警告信號：
含一個明確的警告信號
：即使該疫苗刺激機體
產生了抗病的抗體，
產生了抗病的抗體
，但其抗英國和南非變異病
毒的功效也有所降低。
毒的功效也有所降低
。 Moderna 說 ， 因這種反
應有所減少，
應有所減少
，促使該公司設計了一種新的潛在
疫苗，
疫苗
，可以將其添加到當前的兩劑方案中
可以將其添加到當前的兩劑方案中。
。
為了預防起見，
為了預防起見
， Moderna 宣布將開始兩項
新研究。
新研究
。該公司將測試增加當前疫苗的第叁次
注射以增強其兩劑方案。
注射以增強其兩劑方案
。這家生物技術公司還
計劃對南非特異變種的新型疫苗進行早期人體
測試，
測試
，並將其用作增強免疫系統以應對冠狀病
毒變異株的助推器。
毒變異株的助推器
。
Moderna 總裁斯蒂芬·霍格
霍格（
（Stephen Hoge
）在接受采訪時說
在接受采訪時說：“
：“該病毒正在改變其刺突
該病毒正在改變其刺突
蛋白結構，
蛋白結構
，我們將做出改變
我們將做出改變，
，以確保能夠在其
發展的過程中殺死該病毒。”
發展的過程中殺死該病毒
。” “ 未知數是
未知數是：
： 我們是否認為有必
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公共衛生官員屆時會希望這樣做還是他們仍然感到現
在的疫苗已經足夠？
在的疫苗已經足夠
？我們正在嘗試創建一個新選項
我們正在嘗試創建一個新選項。”
。”
去年大流行病例激增的同時，
去年大流行病例激增的同時
，兩種非常有效的冠狀病毒疫苗
成功地在創紀錄的時間內為世界提供了喘息的機會和希望。
成功地在創紀錄的時間內為世界提供了喘息的機會和希望
。但是
去年年底對這兩個病毒變種的檢測引起了人們的直接關注，
去年年底對這兩個病毒變種的檢測引起了人們的直接關注
，首先
是因為有證據表明它們更容易傳播。
是因為有證據表明它們更容易傳播
。每個變種中的許多突變
每個變種中的許多突變（
（在
英國變種中發現了 8 個突變
個突變，
，在南非變種中發現了 10 個突變
個突變）
）引
起了特別的關注，
起了特別的關注
，因為它們位于冠狀病毒外部的刺突蛋白中
因為它們位于冠狀病毒外部的刺突蛋白中，
，並

已成為該蛋白的主要靶標。
已成為該蛋白的主要靶標。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
，當前一代的疫苗甚至可能在完全推出之
前就已經過時了。
前就已經過時了
。
該公司的公告消除了其中的一些恐懼，
該公司的公告消除了其中的一些恐懼
，表明這些疫苗仍將對
兩類變種都有效。
兩類變種都有效
。但是
但是，
，疫苗的科學遠未解決
疫苗的科學遠未解決。
。週一令人驚訝的
公告表明，
公告表明
，一家長期的疫苗研發公司默克公司放棄了兩種候選疫
苗，發現與其它疫苗和自然感染相比
發現與其它疫苗和自然感染相比，
，它們都引發了較差的免疫
反應。
反應
。
默克公司的疫苗工作後來才開始，
默克公司的疫苗工作後來才開始
，並且大大落後於其他公司
。目前美國的疫苗接種計劃並不嚴重依賴於可能的默克疫苗
目前美國的疫苗接種計劃並不嚴重依賴於可能的默克疫苗，
，主

要依靠輝瑞和 Modena 疫苗
疫苗，
， 這兩種疫苗授權使用了
一種從未在疫苗授權中使用過的新穎方法。
一種從未在疫苗授權中使用過的新穎方法
。
輝瑞公司與 BioNTech 公司合作
公司合作，
， 與 Moderna 公司
一樣開發了有前途的、
一樣開發了有前途的
、有效的疫苗
有效的疫苗，
，科學家希望將利
用 mRNA 疫苗帶來更多的醫學突破
疫苗帶來更多的醫學突破。
。
在 Moderna 研究中
研究中，
，從接種疫苗的人和猴子身上獲
得的含抗體的血清表明，
得的含抗體的血清表明
，與研究中的原始病毒株一樣
，它在阻斷英國變異體方面同樣有效
它在阻斷英國變異體方面同樣有效。
。盡管有效性有
所降低，
所降低
，但它仍然高於南非變種的有效性的閾值
但它仍然高於南非變種的有效性的閾值。
。該
文章已提交至預印服務器待發表，
文章已提交至預印服務器待發表
，但尚未經過同行評
審，因此無法在出版前進行評審
因此無法在出版前進行評審。
。
該公司報告說，
該公司報告說
，抗體阻斷南非變種的能力有所下降
（Hoge 說這是令人擔憂但並非令人震驚的下降
說這是令人擔憂但並非令人震驚的下降），
），
強調了保持警惕的必要。
強調了保持警惕的必要
。
該報告發布之前，
該報告發布之前
，輝瑞生物科技公司發布了類似的
消息，
消息
，該公司上週發布了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數據
該公司上週發布了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數據。
。
輝瑞公司發現，
輝瑞公司發現
， 從 16 名接種過疫苗的人群中採集的
富含抗體的血清樣本表明，
富含抗體的血清樣本表明
，該疫苗在阻斷英國變種方
面與一年前在中國武漢發生的原始病毒具有同等效力
。該出版物未涉及南非變種
該出版物未涉及南非變種，
，該變種已引起人們的最
大關注，
大關注
，並且也開始關注在巴西發現的一個新變種
並且也開始關注在巴西發現的一個新變種。
。
全世界的實驗室都在爭先恐後地研究疫苗和治療方法，
全世界的實驗室都在爭先恐後地研究疫苗和治療方法
，尤其
是單克隆抗體是否可能對這種新變種同樣有效。
是單克隆抗體是否可能對這種新變種同樣有效
。此類測試主要依
靠多方面免疫反應的一部分，
靠多方面免疫反應的一部分
，並發現有證據表明疫苗可能有效
並發現有證據表明疫苗可能有效。
。
但是，
但是
，這些測試強調了跟蹤病毒變化
這些測試強調了跟蹤病毒變化，
，並可能會像流感疫苗一樣
，冠狀病毒疫苗也要進行定期更新
冠狀病毒疫苗也要進行定期更新，
，並為發生突變的可能性做好
準備。
準備
。
（圖片來自網絡
圖片來自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
版權歸原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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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額逆勢增長
中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綜合報導 盡管遭遇新冠疫情，中美
貿易額卻在 2020 年逆勢增長 8.8%。無論
是從本國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促進
世界經濟復蘇的角度，中美兩國加強合
作都至關重要。中美經貿關系不是妳輸
我贏的“零和遊戲”，中美合作完全可
以實現共贏。
2020 年，中美雙邊貿易總值達 4.06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 8.8%——這組數據
讓人們看到：盡管遭遇新冠疫情，中美
貿易額卻逆勢上揚，表現出來前所未有
的“韌性”。
這是 1 月 14 日在中國國新辦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
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向外界提供的。
壹天之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
牛津經濟研究院聯合發布了壹份名為
《美中經濟關系》的報告。
報告的主要撰寫者、牛津經濟研究
院首席經濟學家埃裏克斯· 馬克爾表示，
這份報告想傳達的關鍵信息是，貿易和
投資不是“零和博弈”，美國和中國的
經濟都可以從雙邊貿易和投資流動中獲
益。
報告估算，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
美國為中美經貿摩擦付出的經濟成本約
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0.5%，以

2020 年價格計算約合 1080 億美元。
中美經貿摩擦壹度令美國損失 24.5
萬個就業崗位，每個家庭減少 675 美元
收入。而在 2019 年，對華出口支撐美國
120 萬個就業崗位。
在投資方面，美國企業 2019 年對華
投資 1050 億美元，從中獲得大量收益，
推動美國企業提升競爭力。
報告就此指出，良性中美經貿關系
能讓美國得利，削減對華關稅將有利於
美國經濟並創造就業機會。
據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是壹家
非政府、非營利組織，成員為涉及對華
業務的美國會員公司，包括可口可樂等
多家著名國際大型公司和其他美國小型
企業。
報告同時預測，如兩國逐步削減關
稅，美國到 2025 年將增加 14.5 萬個就業
崗位，實際 GDP 也將在今後五年中增加
1600 億美元。
反之，如果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升級
，美國可能面臨五年內就業崗位損失或
多達 73.2 萬個，平均家庭收入減少 6400
美元。
對於這份報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
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陳鳳英在
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報告著眼於未來

，得出壹個很重要的結論：中美貿易是
可以實現共贏的，與中國經濟脫鉤無益
於美國。
1 月 15 日，新聞發言人趙立堅在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們也註意
到了這份報告”。
趙立堅說，這份報告充分說明，中
美經貿關系的本質是互利共贏。“我們
希望美方認真傾聽國內的理性聲音，同
中方相向而行，為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發
展營造有利的氛圍，以更好增進兩國人
民的共同福祉。”
近年來，美方壹些政客對中美經貿
合作設置障礙，甚至將其政治化，這不
僅嚴重損害中美兩國人民利益，也給世
界帶來了極大危害。
在這壹點上，美國企業顯然比那些
政客“清醒”。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布的調
查報告顯示，超過 90%的美國企業認為
中國市場需求和盈利更加穩定，無意撤
離中國市場，反對中美經貿“脫鉤”，
希望兩國經貿關系持續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據《中國日報》報道，
在雙邊投資領域，除了實體企業外，美
國資本也是從“大踏步”變成“加速度
”湧入中國市場。

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巨頭在
2020 年對中國股債兩市擲下創紀錄的
2120 億美元外資。
匯豐前海證券近期壹項調查顯示，
全球 900 多家機構投資者和大公司中，
有近三分之二計劃今年把在華投資平均
增 加 25%。
事實上，2020 年，中國與幾乎所有主
要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都在蓬勃發展。
2020 年，中國全年貨物貿易進出口
總值達 32.16 萬億元人民幣，比 2019 年增
長 1.9%。中國是 2020 年全球唯壹實現貨
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這壹年，中國與前兩大貿易夥伴東
盟和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分別上漲 7%和
5.3%。

疫情後外資為何加速流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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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繼貿易增速領跑全球後，中國吸引
外資也帶給人們壹連串“沒想到”。
官方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實際使
用外資額 9999.8 億元人民幣，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同比增速高達 6.2%，比 2019 年水平還高，在疫情
導致全球跨境直接投資銳減背景下更是難得。
用中國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的話說，中國
吸引外資實現了引資總量、增長幅度、全球占比的
“三提升”。
在數量穩步增長的同時，中國吸引外資質量也
在提高。外資正加速流向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高技
術服務業，如研發與設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服務
、電商服務等，這不僅將助推中國制造業更好發展
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也有利於提高民眾生活水平

；外資地區分布更加平衡，經濟相對欠發達的中西
部和東北地區開始成為投資者的新“熱土”。
從疫情暴發之初縮水 10%以上，到全年增長
6.2%，中國吸引外資實現“逆襲”絕非偶然。
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經濟復
蘇進度壹枝獨秀，在疫情給世界經濟造成幾十年罕
見大衰退時成為唯壹壹個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成為跨國公司的理想選擇。
商務部近期壹項調查顯示，近六成在華外資企
業 2020 年營業收入、利潤實現增長或持平，超過
90%企業對未來前景持樂觀或謹慎樂觀態度。
“我們對中國經濟、市場可持續性和高潛力的
發展抱有充分的信心，這種信心在疫情過程中得到
了加強。”采埃孚集團管理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

經濟
中國經濟■責任編輯：魯 冰

官沃爾瀚寧· 施艾德表示。
此外，在不少國家紛紛出臺貿易投資保護政策時
，中國堅持擴大開放，改善營商環境，並為外企復工
復產提供幫助，也讓外企堅定了投資中國的信心。
目前，中國全國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已縮
短到 33 條，自貿試驗區縮短到 30 條；鼓勵外商投
資產業目錄則不斷增加，2020 年新版比上壹版增加
了 127 條。壹減壹增，令外企來華投資更加自由便
利。
“我們已經享受到了和中國企業同等的待遇，
這增強了我們持續在華投資的信心。”路易達孚北
亞區首席執行官陳嘉淵對記者說。
通用電氣(GE)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向偉明也
稱，中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幫助包括 GE 在內的外企

解決投資、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極大降
低了疫情對 GE 在華業務的影響。早在去年 3 月初
，包括武漢在內的 GE 所有在華工廠及辦公地點就
已恢復正常運營。
展望 2021 年，中國對全球投資者的吸引力料將
進壹步增強。
在 2020 年中國 GDP 同比增 2.3%後，不少經濟
學家近期都預測，今年主要經濟體表現會持續分化
，中國經濟增速有望達到 8%以上。
去年，中國消費品進口占進口額比重已超過
10%。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將使中國國內
市場越發壯大，這都為中國吸收外資增長奠定了良
好基礎。
中國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接受記者采訪時表
示，經過疫情，中國市場龐大、產業鏈供應鏈完整
穩定、經濟韌性強等競爭優勢充分凸顯，實力和影
響力也在疫情中被放大。因此，中國吸引外資高增
長並非短期現象，而將是長期趨勢。

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

達3100億美元 超過德國 出口強勁超市場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新冠疫情危機引發全球貿易
國出口。德國慕尼黑 IFO 經濟研究所當地時間 22 日公布研究顯示，
2020 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順差）增長一倍多，達到 3,100 億美元，超
過德國，排在世界首位。

管理局此前發布數據顯示，2020 年前三
季度經常賬戶順差 1,707 億美元，已大幅
高於2019年全年1,413億美元的水平。

德國此前蟬聯4年

專家：料今年外貿仍將穩增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王春英昨日預
估表示，2020 年下半年中國出口同比增
長13%，貨物貿易保持了較高的順差；與
此同時，在疫情還沒有完全控制的情況
下，旅行支出大幅萎縮，使服務貿易逆差
大幅下降，經常賬戶延續了小幅順差的態
勢。第三季度經常賬戶順差規模 922 億美
元，與 GDP 之比達到 2.4%，預計四季度
大概還維持在相近的水平。
此前德國經常賬戶盈餘 4 年蟬聯全
球首位，輿論認為這主要得益於國際
市場對“德國製造”的強勁需求。而
2020 年中國疫情防控得當，經濟快速
復甦，外貿出口的強勁表現超出市場
預期。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張明分析
表示，全球疫情爆發導致中國醫療設備行
業與遠程辦公行業的出口額創下歷史新
高；從二季度起，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上
唯一可靠的中間節點，使得中國企業在全
球產業鏈上的重要地位短期內不降反升，
中國出口佔全球進口的比重在 2020 年一
度 由 14% 的 均 值 升 至 18% ； 另 外 ， 到
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需求有所反彈。
上述多重有利因素疊加，導致貨物貿

展望今年，張明表示，中國外貿仍將
穩健增長，但勢頭可能弱於 2020 年下半
年，同時較大的中外增長差與利差仍將延
續，2021 年國際收支可能出現規模較小
的經常賬戶順差與規模較大的金融賬戶順
差的組合，雙順差格局將有力支撐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及有效匯率。
不過從長期看，張明提醒，人口老齡
化的加速，將導致儲蓄投資缺口逆轉，中
國遲早會面臨經常賬戶逆差的格局，而國
內外宏觀經濟與金融形勢的變化可能導致
短期資本流動頻繁轉向。
國家外匯管理局則表示，中國國際收
支逐步走向自主平衡，既不會只有順差項
目，也不會只有逆差項目，總體呈現了有
進有出、均衡發展的格局。

美經常賬戶赤字最高
此外，德國慕尼黑 IFO 經濟研究所
報告還顯示，美國依然是全球經常賬戶赤
字最高的國家，2020 年達到 6,350 億美
元，同比增加約三分之一，赤字在經濟總
產出的佔比為 3.1%。路透社稱，這反映
出特朗普“美國優先”議程的失敗，並未
能通過增加關稅來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

B站傳已申上市籌30億

另外，路透旗下 IFR 早
前報道，內地影片網站嗶哩
嗶哩(bilibili，又稱 B 站)已以
保密形式入表申請在香港第
二上市，初步計劃3月招股，
集資 25 億至 30 億美元。騰訊
旗下的騰訊音樂也計劃來港
第二上市，初步計劃集資 20
億美元。
至於近月已回流香港上
市的股份，則包括新東方、
萬國數據、中通快遞、寶尊
電商與再鼎醫藥等。

發生結構性改變，全球對醫療防護用品和電子設備的需求大增，提振中

易順差的上升；加上疫情衝擊導致的服務
貿易逆差的下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在疫
情衝擊下表現超預期——2020 年第二季
度和第三季度分別達到 1,102 與 922 億美
元，創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
將持續。百度擬於下月農曆
新年後遞交上市申請，作為
第二上市，並已選擇中信和
高盛為其上市保薦團隊。另
有消息指，內地旅行網站攜
程計劃今年上半年在港二次
上市，計劃集資最少 10 億美
元。

百度擬新春後申請港第二上市

中國經常賬戶盈餘全球居首
2020 年經常賬
中國將在一季度末公布
戶等國際收支數據。中國國家外匯

《美中經濟關系》報告認為，中國
將在推動全球經濟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未來的十年內，中國將拉動三分之壹的
全球經濟增長。因此，對於美國而言，
中國市場準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1 月 20 日，美國新壹任總統將宣誓
就職。面對未來的中美經貿關系，全世
界都在密切關註。
在分析人士看來，無論是從本國經
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促進世界經濟復
蘇的角度，中美兩國加強合作都至關重
要。中美經貿關系不是妳輸我贏的“零
和遊戲”，中美合作可以實現共贏，取
消貿易壁壘、抵制保護主義將有助於重
建中美關系，讓兩國和世界經濟都從中
受益。

朗詩子公司納斯達克上市

■2020 年中國經常賬戶盈餘（順差）增長一倍多，達到 3,100 億美
元，超過德國，排在世界首位。圖為日前航拍南京龍潭港進出口貨櫃
碼頭。
資料圖片

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
滬京居冠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經緯客戶端報道，2020 年居民收入榜出
爐。經梳理發現，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首破 7 萬元（人民幣，下
同），成“最有錢”城市；北京緊隨其後，達69,434元。增速方面，
西藏增速較快，達11.5%。
數據顯示，31 省份 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7 萬元、6 萬
元、5 萬元三大“階梯”中都只有一個“獨苗”，分別是上海，北
京、浙江。
“4萬元俱樂部”成員包括天津、江蘇、廣東，2020年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3,854元、43,390元、41,029元。
與全國水平相比，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
福建、山東、廣東等 9 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國平均線。甘
肅 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為 20,335 元。

中美關係變差後，大批
中概股紛紛回流香港上市，
但亦有公司反其道而行之。
朗詩地產 22 日宣布，控股子
公司 Landsea Homes Corporation 已於美國東部時間 1 月
21 日下午在納斯達克敲響收
盤鐘，以慶祝其於 1 月 7 日通
過最近完成的與 LF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 的 合 併 上
市。
翻查資料，朗詩自 2013
年進入美國市場以來，已在
全美房地產建築商中位列前
40，進入大紐約地區、波士
頓地區、洛杉磯地區、三藩
市地區和亞利桑那地區，開
拓中高端住宅市場。公司於
2019 年年報透露，美國業務
的資產配置約佔朗詩地產的
24.0%。期內，美國項目錄得
簽約銷售總計約為人民幣 4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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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風格的高級養老社區 「松園居
松園居」
」
推出多種特惠 歡迎參觀及入住

(本報休斯頓報導) 休斯頓第一個亞洲風格的養
老社區 「松園居」已經開放入住了，本著東方文
化的精神， 「松園居」從建築規劃、健康照顧、
活動設計、餐飲準備等硬體及軟體設備都由專業
團隊執行，希望能為老人家開創一個舒適又安靜
的空間，讓他們在身心兩方面都能受到良好的照
顧。
多種特惠等著您
最近， 「松園居」推出了多種的特惠，包括
一個月房租免費加上指定單位的額外優惠，同時
，如果在 2 月 15 號之前成為 「松園居」的住客，
還可以在 2 月 23 號接受新冠病毒疫苗注射，有興

趣的長者們可要把握機會。
符合亞裔長者們的需求
松園居從一開始構思，就以亞裔社區為主要
的目標，建築內部設計非常雅緻，無論在顏色搭
配、裝潢布置、以及所用的家具都呈現亞裔的文
化特色，是一個高端的生活護理(Assisted Living)、
與失智照護(Memory Care)養老社區，為長者們提
供量身訂做的家庭生活方式。
建築設計師李兆瓊表示，亞裔長者們的生活
方式與需要都和西方社會不太相同，像是飲食、
語言、生活模式、習俗文化等，亞裔社區需要有
符合我們自己需要的養老院。

7/24 全天候服務
松園居位於休斯頓的中國城，佔地 75,000 平方英
尺，是免維護型長者社區，一周 7 天 24 小時全天
候服務，配有多語言看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有餐
館式的食堂、定時的接送服務、定期舉辦社區內
活動、提供家政及洗衣服務、精心打理的花園，
還配有水療、以及前臺禮賓服務。
塔倫蒂諾副總裁 Nastasya Shannon 表示: 「現代
的老年人希望有一個無憂無慮、精彩充實的生活
。松園居是一個專為亞洲長者設計的社區，為日
常生活需要協助、和記憶障礙長者提供護理與照
顧，從豐富日常社交活動昇華到健康充實的生活
。」
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
松園居有經過專業認證的護理人員，為有患
有阿爾茨海默症（老人癡呆症）長者提供護理，
社區會為每一位長者進行個性健康評估，從而提
供量身定制的護理計劃。這裡還擁有自己的社區
健康中心，裡面有執業護士，經過專業認證的護
理人員給長者提供服務，包括健康審查、尿失禁
護理、用藥管理、家庭保健、以及有醫療機構提
供現場的服務。
符合風水原理
「松園居（The Pines At Bellaire）」由專業團
隊精心策劃，採取中國風水的觀念，建築的材料

、方位、顏色等，都符合風水原理，以期能增進
住戶的身心健康，進而延年益壽。同時，松園居
還有正宗的亞洲美食和各項身心靈活動，來滿足
亞裔長者們的生活需求。
網上 360 度參觀鏈接：https://www.pinesatbellaire.com/virtual-tour/index.html
歡 迎 長 者 們 參 觀 及 入 住 ， 洽 詢 請 致 電:
346-220-5678。 Email: sales.pinesatbellaire@tarantino.com
松 園 居 地 址: 12420 Bellaire Boulevard, Houston, TX 77072。網址 www.pinesatbellai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