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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本地新聞

亞投行創設5周年：
浩渺行無極 揚帆但信風

今年 1 月 16 日，首個由中國倡

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迎來開業

5 周年。 5 年多來，亞投行按照多

邊開發銀行模式和原則運作，堅持

國際性、規範性、高標準，實現良

好開局，為促進亞洲及其他地區基

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發揮重要作

用。

開局良好 彰顯擔當
2013 年 10 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

印度尼西亞期間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

議。此後，經過中國與相關國家 5次

多邊磋商、無數次雙邊磋商、8 次籌

建首席談判代表會議，倡議終於變為

現實——2016 年 1 月 16 日，亞投行正

式開業。

“亞投行的成立，說明了壹個

道理：有誌者事竟成。我們相信，

面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繁重任務，

只要國際社會堅定信心、增進共識、

合作共贏，我們不僅能夠想做事，

而且壹定能夠做成事。”在亞投行

開業儀式上，習近平主席發表致辭

時強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5年多來，

亞投行從最初57個創始成員攜手起航，

發展到今天的來自亞洲、歐洲、非洲、

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六大洲的

103個成員齊聚壹堂。亞投行不斷發展

壯大，迄今已為28個成員提供了超過

23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總批準項

目達到112個。

對於能夠參與建設亞投行這樣的新

興國際機構，副行長兼董事會秘書艾德

明表示“深感榮幸”。2016年2月加入

亞投行的艾德明，見證了亞投行獲得三

大國際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見證了

亞投行與其他多邊機構合作互鑒、共同

發展。

在亞投行總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

，憶及5年前的情景，艾德明坦言：亞

投行倡議提出後，得到很多國家的熱烈

響應和支持，但同時也存在著壹些不解

和疑問。

開業5年多來，亞投行堅持國際性

、規範性、高標準，每壹項規章制度和

運作都由各成員協商決定，每壹個成員

，無論經濟體量大小，都有發言權，都

會被尊重、被傾聽。“如今，任何壹個

了解亞投行的人都知道，懷疑的聲音早

已消失。”艾德明說。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雖然中

國是亞投行最大股東，但中方從壹開

始就堅定支持按照多邊開發銀行模式

和原則運作，亞投行的發展也充分展

現了中國的國際公信力和負責任大國

擔當。

亞投行的管理經營模式和業績收

獲了各方稱贊。印度尼西亞智庫亞洲

創新研究中心主席、印尼東盟南洋基

金會主席班邦· 蘇爾約諾表示，亞投行

通過給相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

款，提升當地發展水平，是對現行國

際金融秩序的有益補充和完善。“亞

投行的貸款無附加條件，沒有政治色

彩。亞投行的工作縮小了區域內不同

國家的發展差距。”

“5年來，亞投行已經證明了自己

是壹個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邊機構

，獲得的成果超越了所有早期期待。”

美國雷鳥全球管理學院全球管理教授艾

倫· 莫裏森這樣評價。

促進發展 助力抗疫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位於北京奧

林匹克公園中心區的亞投行總部大樓，

從高空俯視為“中國結”造型，寓意

“中國結，連接世界”。合作而非競爭

，是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關系的

主題。

“亞投行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在

項目評估、項目準備、政策問題等方

面緊密合作。”據艾德明介紹，目前

，亞投行已批準的 112 個項目中，有

超過壹半的項目是與其他多邊開發機

構共同融資，“當碰到壹個大項目時

，這有助於分擔風險”。此外，亞投

行也充分借鑒其他多邊開發銀行的研

究成果，進壹步促進國際合作和全球

發展。

巴基斯坦 M4 公路項目、哈薩克

斯坦風電項目、孟加拉國達卡環境

衛生改善項目、埃及太陽能項目……

亞投行的融資項目點亮了各方發展

繁榮的大道，成為促進成員共同發

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

平臺。

“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嚴重不

足，制約了擺脫貧困和發展經濟的

步伐。亞投行為解決發展中國家基

礎設施融資瓶頸提供了新渠道。”新

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

教授顧清揚說。

面對疫情沖擊，基礎設施不足暴露

的經濟脆弱性更加凸顯。為幫助成員緩

解疫情帶來的經濟、財政和公共衛生壓

力，亞投行在去年4月成立新冠肺炎危

機恢復基金，並逐漸擴大基金規模到

130億美元。截至目前，已經在這壹框

架下批準了超過70億美元貸款，其中許

多項目是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共

同融資。

人類是休戚與共、風雨同舟的命

運共同體。作為多邊開發銀行，亞投

行大力支持各國抗疫。去年 6月，亞

投行批準了總額約6.6億歐元的貸款用

於哈薩克斯坦 2021 年的預算赤字融

資，為哈政府抗疫和促進經濟恢復提

供支持。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

融中心主席克裏姆別托夫高度評價：

“在幫助各國走出危機影響、加快經

濟社會恢復發展過程中，亞投行將發

揮更加重要作用。”

高位運行 未來可期

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亞投行從

壹開始就按照國際最高標準的治理

原則運作，確立了“精簡、廉潔、

綠 色 ”的三大核心理念。“5 年的

實 踐 表 明 ， 亞 投 行 已 經 建 立 起 了

精 簡 、 有 效 、 完 整 的 執 行 機 制 ，

展 現 了 透 明 和 有 責 任 感 的 機 構 文

化 ， 對 腐 敗 零 容 忍 ， 贏 得 了 國 際

社 會 的 認 可 和 贊 譽 。 ” 顧 清 揚 如

是評價。

展望未來，金立群認為，基礎設施

發展格局將發生重要變化，亞投行將以

高標準聚焦建設面向未來的綠色、數字

、社會基礎設施。去年秋天，亞投行發

布未來10年發展戰略，明確了基礎設施

建設的具體指標：到2025年氣候融資占

比達50%；到2030年，跨境互聯互通項

目占比達25%至30%，私營部門融資占

比達50%。

在開業 5 周年前夕，亞投行列出

後疫情時期的五大戰略優先項：拓

展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綠色基礎設

施，動員私營資本，促進互聯互通

和區域合作，建設技術驅動的基礎

設施。

在金立群看來，“面向未來的基

礎設施”意味著既能促進當地經濟

社會發展，又不對環境生態“留腳

印”，是與數字技術等融合推進的

基礎設施。

泰國國家研究院泰中戰略研究中心

主任蘇拉西認為，基礎設施是發展經濟

的基礎，泰方“堅信亞投行將極大促進

泰國經濟及地區發展”。

艾德明同樣表示：“基礎設施建

設將是經濟復蘇和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的壹環。”他期待人們在未來談起亞

投行時，“不僅對國際機構的運作有

更多了解，也看到這個由中國倡議設

立的多邊機構對全球發展作出了更多

積極貢獻”。

（作者:GotitCjh Zql）庚子年轉眼走過了寒冬，辛丑年的春
天還會久嗎?對於美南地區，尤其是休斯頓城的華 人華僑來說，
感觸尤深!

庚子年是川普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也是他爭取連任的年份
，在新冠肺炎蔓延的焦慮中， 他信口把“武漢病毒”、“中國
病毒”掛在口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華人在街頭就很受
到莫名其妙的鄙視、唾沫、甚至拳頭。這份委屈，我們總可以到
領事館傾訴，獲得真誠 的寬慰，委屈總能釋然。可到了 7 月 21
日，川普總統突然要求中方 72 小時關閉駐休斯敦 總領館，對美
南地區的華僑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意識形態論爭、經濟制裁
、怎麼能拿 領事館開刀呢?

領事館是代表一個國家派駐外國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主要
負責簽證發放、文書認證、 僑民保護和協助(如補發護照、行使
探視權)等事務。休斯敦總領館設立於1979 年，是中美正式建交
後中國在美開設的第一個總領事館，在中美關係歷程中發揮著獨
特的作用，領區覆蓋總面積約67 萬平方英里(約合174 萬平方公
里)，包括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
西比、亞拉巴馬、佐治亞、佛羅里達等八個州以及聯邦領地波多
黎各。領區內分佈著 95 萬左右的華僑華人， 6 萬左右的留學生
。根據統計，2018 年，中 國與休斯頓總領區的貿易總額達 1251
億美元，至少有 287 家中資企業在美國南部地區落 地，投資總
額超過 232 億美元。無疑，受該事件直接影響的就是駐休斯敦總
領館領區內的 留學生、務工人員、華人華僑、中資企業機構等
，對於他們辦理證件業務及尋求領事保護 等都帶來極大不便。

報紙上說，關閉休斯頓領事館是川普想用最強硬、最粗魯的
手段，在共和黨當中爭取盡 可能多的反響，保住基本盤、保證
順利連任。但是，川普總統的算盤打錯了，連任的“沙 發”已
經坐不成了，可關閉領事館的拳頭已經打出去了，近百萬華人華

僑就近獲得保護和
服務的機會沒有了!關閉休斯頓領事館真的

是川普的無厘頭伎倆。 12 月1 日，新當選總統
拜登在接受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
L 弗里德曼時說“通過保證唐納德特朗普不再
當四年總統，我感覺我為這個國家做了好事。
”似乎他的當選就是為了力挽狂瀾，“扭轉川
普給美國造成的嚴重傷害”。因此，上任首日
，拜登一口氣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敲定了 17
項行政指令。問題是拜登政府什麼時候可以結
束中美貿易戰、開放休斯頓領事館呢，還 美南
地區的華人華僑一個”領事之家“呢?這可是中
美兩國人民都盼望的。

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就認為中美貿易戰
應該盡快結束，關閉總領事館這樣的行動並不
能解決任何問題。因此，重新開放休斯頓領事
館也就成為拜登政府必須正視、扭轉、盡快 採
取措施的問題。對於休斯頓總領館能否重開，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前總領事李強民在12 月22 日在“與世界對
話·太平洋未來論壇2020“上指出:“恢復是有基礎的，但這個恢
復，中國有句話叫'解鈴還須繫鈴人'。”看來，休斯頓領事館的
重新開放還有待時日，領區華人華僑只能拭目以待!

在老百姓看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關係是一樣的，永遠是雙向 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
六月寒”、“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贈人玫瑰，手有餘香”
， 這些中華哲語應該是處理雙方關係的“軟法”。如果把地球
看成一個村子，那國家就是村莊 裡的住戶。 “鄉規民約”就是
各家各戶為人處事、安身立命的準則。

實際上，中美雙方之間只在政府層面有較大的衝突，民間交
流根本沒有完全斷絕。而中美民眾之間的交流才是中美關係的壓
艙石，加上雙方的貿易往來也並沒有因為貿易戰而停止，2020
年11 月份中美貿易總額甚至創下了近些年來的新紀錄，種種跡
像都表明中美存在互相需要，就是關閉領事館也無法“脫鉤”。
就政府而言，既然難以“脫鉤”，何不趁早 好好坐下來，重修
友好;就民間而言，互派“民間大使”、民間領事“、加強經貿
文化交流， 就是牛年應該努力的方向!

值此新春，祝中美兩國億萬蒼生牛年大利!

讀者來信---牛年的努力方向

命中註定你要胖？麻省總醫院研究揭示肥胖與遺傳的關係
作者: 美國麻省總醫院
近年來，
隨著人們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國的肥胖人數呈現爆炸式增長。據國際
醫學雜誌《柳葉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約有9000萬肥胖人
群，已高居全球榜首。世界衛生組織更是指出，超重和肥胖是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若干慢性病的主要風險因素。由此可
見，肥胖已逐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如何科學減肥，恐怕
不是單單一句“管住嘴、邁開腿” 的口號能解決的。

人們習慣於將肥胖與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意志力不足聯繫在一
起，但這種成見可能會給肥胖人群帶來羞恥感，並給他們的減重
帶來心理阻礙。因此，如果科學家能預測並量化肥胖的遺傳傾向
，這不僅能幫助具有肥胖遺傳傾向的人群預防肥胖、幫助肥胖人
群減肥，更有助於消除人們對肥胖的歧視。這樣的發現對正在與
過度肥胖做鬥爭的人群來說將意義重大。

對此，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可預測個體先天肥
胖風險的多基因風險評分系統。該評分系統採用了現有最大的關

於肥胖的全基因組數據，利用新算法整合了200多萬個影響體重
質量指數（BMI）的遺傳變異信息。與此同時，他們使用了超過
11萬組來自英國生物銀行的個人數據來驗證該評分系統的有效性
，並準確評估了另外30多萬名參與者的肥胖遺傳特徵。

研究人員發現，遺傳性肥胖的特徵在兒童早期就會出現，並
通常在成年早期時變得愈加明顯。這一發現使對遺傳性肥胖的早
期干預成為了可能。 “我們一直認為，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有容
易發胖的遺傳傾向。” 麻省總醫院基因組醫學中心的臨床醫生
兼研究員Amit V. Khera博士表示，“現在我們證實了這一點，
並能通過評分系統量化該遺傳傾向，這有助於我們制定更有效的
肥胖預防策略。”

據研究結果顯示，風險評分前 10%的成年人平均比評分後
10%的人重30磅(約13.5公斤)，前者患有嚴重肥胖症的風險是後
者的25倍，且前者患心血管代謝疾病（如糖尿病和冠狀動脈疾
病）的風險也相應更高。

“但是風險評分偏高並不一定意味著肥胖。”麻省總醫院基

因組醫學中心主任、哈佛醫學院教授Kathiresan博士表示，“基
因並非命運的主宰。雖然具有高遺傳風險的人群需要更努力地維
持正常體重，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消減遺傳傾向帶來的一些影
響。因此，儘早識別個體的高風險遺傳傾向，對預防肥胖來說非
常重要。”
關於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最初設立的且規
模最大的教學醫院。麻省總醫院研究所是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
礎的研究機構，下設艾滋病毒/艾滋病、心血管研究、癌症、計
算及整合生物學、皮膚生物學、基因組醫學、醫學成像、神經退
行性疾病、再生醫學，生殖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光學醫學和移
植生物學等主要研究中心。據2015年自然指數（Nature Index）
發布的數據，麻省總醫院是在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最多的醫
療機構。 2019年8月，麻省總醫院再次榮登美國新聞與世界報
導 “美國最佳醫院” 排行榜中的榮譽榜（全美共20家醫院進入
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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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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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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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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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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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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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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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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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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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生肖明信片吸粉
78歲設計師：不斷創新

《牛牛大順》
引用了為大眾熟悉與喜愛的中國動
畫“大耳朵圖圖”的造型，“圖圖”身
着古代狀元服，戴牛角，雙手作出
的“六”字手勢像牛頭，借用“六六大
順”的諧音為“牛牛大順”。

《奔小康》
牛寶寶站在牛
爸牛媽身上，
以“犇”字
的形象為
靈 感 。
“ 犇 ”為
“奔”的異
體字。

《牛氣沖天》
祥雲繚繞，一頭
健碩的牛，手臂
上綁着即將騰空
起飛的火箭，將
中國俗語“牛
氣”與中國航天
不斷取得重大成
就化為一圖。

《豪橫牛仔》
腳穿虎頭鞋，身着
肚兜，一手拿冰糖
葫蘆，一手握拳按
在蹺起的胖腿上。
胖寶寶的稚氣與豪
橫的表情、動作強
烈對比，令人忍俊
不禁。

對聯《牛魔王》
速泰熙畫筆下的兩位牛門神造型飽滿、有
力，招人喜歡。速泰熙說，經歷了上一年
新冠病毒的侵害，“最牛門神”會更加有力
地守護人們的健康。■■速泰熙設計的牛年賀年明信速泰熙設計的牛年賀年明信

片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攝

農曆辛丑年春節將至，牛年逼近。中國人心中勤勞而溫順的牛，在中國著

名設計師速泰熙設計的一套名為《牛牛大順》生肖賀年明信片裏，成為一群或

英姿勃勃、或威風凜凜、或憨態可掬的時尚吉祥牛，於上月迅速走紅南京。日

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速泰熙表示，這套《牛牛大順》在創作中吸

收了中國民間美術中的年畫、剪紙、玩具等元素，與當下時代及時尚元素“化

合”，以質樸、天真、生動與有趣的形式，呈現出吉祥、喜慶、歡樂與向上的

牛的面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南京報道

《牛牛大順》明信片一套10枚。
據發行方中國郵政集團公司

南京市分公司介紹，首批發行的《牛
牛大順》明信片與郵冊各1,000套，
銷售火爆，投放南京市場不到兩周已
所剩無幾。

今年78歲的速泰熙曾被評為“建
國50年來產生影響的裝幀藝術家”。
他說：“連續6年設計生肖賀年明信

片讓我收穫了一批年輕粉絲。”

既有中國的根 又有時代特徵
他表示，中國設計藝術的最高境

界是既要有中國的根，又要有鮮明的
現代氣息與時代特徵，“只有不斷地
創新才能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
“從市場反應看出，這樣的創作思
路已贏得年輕人的認可。”

《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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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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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順豐傳計劃私有化嘉里物流，並準
備提出頗高的收購溢價，料最快本
周公布。在深圳掛牌的順豐控股5日
開市前停牌，並發公告指正籌劃收
購一家公司部分股權，但文中並未
提及嘉里物流，又指收購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

嘉里物流及嘉里建設5日開市前
亦雙雙停牌，以待刊發內幕消息公
告。嘉里物流停牌前報23.45元（港
元，下同），嘉里建設停牌前報
20.55元。

順豐控股當日在深交所發公告
指，為提升綜合物流解決方案能
力，正籌劃收購一家公司部分股
權。公告又指，由於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為確保公平訊息披露，避免
股價異常波動，維護投資者利益，
順豐5日開市起停牌，預計停牌時間
不超過5個交易日，而在停牌期間，
將繼續推進有關事項，將適時公布
和復牌。

據《路透》引述多位消息人士
指出，順豐控股正計劃以頗高溢價
向嘉里物流提出私有化，最快本周
公布，但強調上述談判最終可能沒
有結果，而嘉里物流停牌前市值約
421億元。

於同一時間，市場傳出順豐正
洽購嘉里物流少數股權，而嘉里物
流亦考慮將部分資產出售予母公司
嘉里建設。

順
豐
傳
私
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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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電報道，去年自曝財
務造假的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日前表
示，正在美國根據破產法第15章申請破產保
護，以推進公司債務重組。該公司稱，所有內
地的門店依然開放，日常運營預計不受重大影
響。

瑞幸咖啡去年4月時發布公告稱，公司內
部特別調查委員會發現，公司COO（首席運
營官）劉劍及其部分下屬在2019年第二至第
四季度捏造交易，虛增銷售額22億元人民
幣。事件令瑞幸股價暴跌，並被納斯達克要求
除牌。

瑞幸咖啡
在美申請破產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長江基
建與電能實業全資擁有的Canadian Power
Holdings，已就收購加拿大Okanagan Wind
項目訂立協議，基本收購代價約5,328萬加
元，相當於3.2億港元，另有交易費用、交
易完成時向賣家支付調整金額，以及承擔項
目的第三方債務代價。集團將為對方提供最
高股東資金7,000萬加元，相當於4.2億港
元。

涉資約4.2億港元
Okanagan Wind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省之Okanagan 地區，包括Pennask
Wind Farm及Shinish Creek Wind Farm兩
個風電場，Okanagan Wind生產的所有電

力按長期供電合同售予British Columbia
Hydro & Power Authority，供電合同年期
至2057年，距今尚餘37年，可提供長期
穩定收入，加上AAA公用事業評級，是次
收購之總代價與加拿大可再生能源市場之
同類交易相若。

完成收購後，將會是長建與電能在加
拿大首個可再生能源項目，進一步擴充環
球可再生能源組合。

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在澳洲、歐洲大
陸、中國內地及英國都有豐富的可再生能
源投資經驗，期望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進
行更多可再生能源業務投資。長江集團期
望繼續在加拿大及世界各地進行更多可再
生能源業務投資。

■■長建與電能已就收購加拿大長建與電能已就收購加拿大
Okanagan WindOkanagan Wind項目訂立協議項目訂立協議。。

長建電能購加國可再生能源項目

德勤捲違規風波 中證監開展核查
全球四大行之一的德勤會計事務所，一名聲稱為北

京辦公室的審計員工近日向全公司發內部電郵，
公布一份長達55頁的文件，列舉德勤高級會計師事務
所經理、高級審計員以至合夥人的不合規行為，披露
的文件涉及AH股公司中國外運、港股博奇環保及在
美國紐交所掛牌的紅黃藍。

兩隻港股牽涉其中
新華視點評論指出，德勤內部曝出的舉報PPT引

發廣泛關注，對此，相關監管部門應高度重視，不置身
事外，要及時介入，鎖定線索，固定證據，一查到底，
不姑息、不手軟，堅決維護審計的嚴肅性及可信度。

5日，德勤官方網站發布公司聲明，稱“本所先
前收到一名員工通過內部渠道報告的相關事項，並且
已對此開展全面調查，未發現任何證據影響我們審計
工作的充分性，因此相關審計工作支持我們的審計意

見。我們會對收到的任何質疑進行調查。”
中證監新聞發言人高莉同日在證監會例行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證監會已經注意到此事，地方證監局
已經開始核查，同時也要求相關機構開展內部自查。

滬綜指失3500關
滬深三大指數5日高開低走，最終均以小跌收

市，其中滬綜指收報3,496點跌0.16%。兩市共成交
8,911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流入83.93
億元，連續5個交易日淨買入。不過，三大指數周線
仍然收紅，上周滬綜指累漲0.38%，深成指周漲
1.25%，創業板指周漲2.07%。

重慶銀行在上交所掛牌，全日收漲44%，報15.6
元。銀行板塊則以4%的升幅領漲兩市，無錫銀行、青
島銀行漲停，光大銀行升逾9%，長沙銀行漲6%，張
家港行、郵儲銀行、廈門銀行、蘇農銀行漲5%。

德勤會計事務所近日捲入違規風波，繼新華視點5日發聲要求監管部門高度重視之

後，中證監同日表示，已接到德勤會計事務所相關舉報並開展核查，同時也要求德勤開展

內部自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德勤微信公眾號就違規風波發布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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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帶給辛苦一生的您最美好的禮物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讓您重享海闊天空的自在生活讓您重享海闊天空的自在生活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嬰兒潮世代慢慢步
入人生的退休行列，使太多的人開始思索人生所
為何來？從最初的漂洋過海，到異地打拼，多少
的亞裔付出比家鄉同齡人更多的艱辛、血淚，才
有今天的成就，和安定的生活。而這些生命的反
思、覺醒和期待，到去年年底看到新落成的 「祥
瑞花園」 高檔老年公寓後，多少人思潮起伏— 他
們看到自己辛苦大半生後最完美的歸宿。

由 「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代表STOA十三
位建築師，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將項目的生活和
生活的意義一起呈現給居住於此的人們。 他們將
此社區重新定義為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封閉式退
休社區 」 。該社區提供各種寬敞的一居室到二居
室公寓房，禮賓服務，度假村風格的設施，各種
令人興奮的娛樂活動— 只需搭乘電梯即可到達。
座落在唐人街的心臟地帶，62間豪華公寓提供了
一種生活方式，你可以在其中享受生活的自由，
而不必擔心擁有和維護房屋會帶來的壓力。

「祥瑞花園」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中心點，
百利大道與Turtlewood路的交口進入，一片寧靜的
封閉社區內，巍峨矗立了一棟高端大氣的高檔、
精裝修住宅，還有樓頂花園，將附近的公園、走
道、綠樹盡呈眼前，令人有安靜舒適、省心安心

之感。該公寓位置便利，步行可至本頭公廟，地
道美食、咖啡店、美髮沙龍更近在咫尺。地址：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exas 7707

這棟環保建築擁有高品質的設計，如9英尺高
的天花板，花崗岩檯面，創新技術和優雅的大堂
。歡迎您的朋友和家人來到您美麗的公寓住宅。
每間公寓都融合了風水和綠色設計原則，形成和
諧的空間，促進了健康與和平的生活。

「祥瑞花園」 建築共六層，底層為車庫，南北
向採光，帶門禁，每套公寓帶陽台，頂樓為觀景
房帶環繞型陽台。

「祥瑞花園」 共有62套公寓，6種戶型，三個
樣板間，售價：$230,000起至$435,000，其中1室
1衛總面積：799.9 平方英尺，1 室1衛1書房總面積
：1014.8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總面積：1147.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2室2衛書房總面積：1512.3
平方英尺- 有樣板房。而HOA Fee: $0.35/sqf

「祥瑞花園」 的豪華設施包括：可無限上網
、膳食（提供多家餐廳訂餐服務、並設計健康菜
譜）和班車服務（提供10miles 內班車接送，為購
物、娛樂、就醫等提供方便）、還有免費享用的
健身中心、圖書館、電影院、卡拉OK、麻將間、

屋頂花園（提供瑜伽，太極等課程+ 廣場舞）並可
享用免費Wi-fi、360度監控、高度照明。每月定期
醫生、護士上門體檢、理療服務、簽約藥房直接
配送。並定期舉辦各類講座和培訓：書法、繪畫
。定期組織活動：棋牌、唱歌、舞蹈、垂釣、出
遊野餐等。並舉辦每月一次的住戶慶生會。

「祥瑞花園」 室內設計講究、一流，包括：
廚房、客廳、起居室配複合式豪華地板，住戶免
費公共區域無限網絡，所有房間配備現代燈具，
不銹鋼單槽洗碗機，不銹鋼洗碗機，強化複合玻
璃鑲嵌櫥櫃，不銹鋼爐具烤箱，一體式不銹鋼微
波爐抽油煙機，不銹鋼帶製冰機功能冰箱，2“
Mini Blinds on Windows, 花崗岩廚房和浴室臺面，
窗戶統一配有2” 迷你百葉窗，臥室高配設計師地
毯，現代化衛生間盥洗室，Multi-split HVAC Sys-
tem, 玻璃淋浴配瓷磚貼面、扶手，多分體式空調
系統等等。讓您在此高端大氣的精裝修住宅內，
安靜舒適的安度晚年，過得怡情盡興，省心安心
。

「祥瑞花園 」 的地址：6955 Turtlewood Dr.
Houston TX 77072, 或上網查看：

網站：https://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3D Visual Tour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wtwKsvbh-

Vc6
https://my.matterport.com/show/?m=sTvJN-

zb9gWw
Video
http://goodkarrot.com/Videos/2020/September/

6955%20Turtlewood%20Ct.html
請聯繫總代理（德州地產) (Southwest Realty

Group )Broker:李雄 Kenneth Li :832-734-6888, 或
Agent: 奚玥 Nicole Xi 832-768-2679

「德州地產」 現正舉辦新年送大禮，冰箱，洗
衣、烘乾機。歡迎參觀指教。免費千元抽獎活動
。並且有特價優惠，$188,000起，僅只一戶，先到
先得，欲購從速。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開發開發、、設計設計、、營造的營造的
「「世大建設世大建設」」 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負責人李兆瓊先生致詞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右為圖右為 「「祥瑞花園祥瑞花園」」 總代理總代理，， 「「德州德州
地產地產」」 負責人李雄負責人李雄Kenneth Li,Kenneth Li, 電話電話：：

832832--734734--6888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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